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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乔

黝黑的皮肤、清澈的笑容，身上背着

装有两只球拍的背篓……近日，一组“背

篓少年”的照片走红网络。照片中的男

孩是 2022 亚瑟士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

站 U14 组男单冠军，来自云南沧源的佤

族少年王发。

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强烈的反差

感。在人们过往印象中，生活于深山里的

孩子很难和网球运动扯上关系。可实际上

正是网球将他从大山中带出来，也把他带

去了更远、更好的地方。和他一样，还有数

十名来自贫困县的孩子，一同训练成长，在

竞技场上奋斗逐梦。

有人说他幸运。的确，千里马常有，

而 伯 乐 不 常 有 。 农 村 孩 子 不 是 温 室 花

朵，从小风吹日晒的磨砺，造就了过硬的

身体素质。如果不是 2016 年他被云南野

象网球俱乐部的总教练张晓洪看中，王

发的背篓里装的可能不是球拍和梦想，

而是沉甸甸的农作物。“黑马少年”腾空

出世，人生道路就此改变，一个好的伯乐

功不可没。

但是，天赋背后的努力也不该被忽

视。每天挥拍至少 7000 次，下午进行连

续两个多小时的体能训练，晚上学习文

化课，这批孩子练得不可谓不苦。体育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体育不会辜负

少年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我们要做的就

是专注再专注，争取打好每一场比赛。”

走出大山的每一步中，他们都付出了努

力、挥洒了汗水，也偷偷咽下了想家的泪

水。当王发夺冠的消息从广州传到村子

里，父母和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这也

让更多人明白，改变命运的途径有很多

种，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海南琼中

女足的故事也是如此，山里的孩子们通

过拼搏努力，在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

联赛上踢出了四连胜的好成绩。

体育是一颗“种子”，能够在每个人

的生命中开枝散叶，成为每段美好人生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就要发展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的体育事业。完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提供公平可及、保障有力的

体育设施，打开全面发展的新天地，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努力拼搏的少年、慧眼识才的伯乐，

以及蓬勃发展的国内赛事，让人们看到

了体育的魅力。这样的故事多多益善，

让体育托举“梦想的背篓”，成就更多少

年的精彩人生。

让体育托举
更多“梦想的背篓”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互

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

加强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规范管理，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

有序发展。

根据用户反映，手机反复弹出广告，既无

法关闭又找不到源头，严重影响使用。记者了

解到，受“霸屏广告”侵扰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安

装了某些来路不明的天气查询、系统清理、铃

声彩铃、文件管理等软件之后。办案人员介

绍，此类不法分子多从事广告投放业务，他们

通过引诱用户下载“暗埋”了恶意代码的应用

软件，劫持设备系统，增加广告播放量以牟取

不法利益。

“为增强迷惑性，不法分子还给恶意代码

设置了‘潜伏期’。被下载安装后经过一段时

间再启动弹窗霸屏功能。此外，不法分子也会

为非法应用软件设置图标隐藏、进程隐藏功

能，让用户无法发现弹窗广告源头。”上海市公

安局闵行分局莘庄派出所案件办理队队长钱

宁表示，相关操作迷惑性很强，普通用户难以

及时发觉。上海多家手机维修企业的技术人

员反映：因被“霸屏广告”侵害而送修手机的用

户为数不少，其中又以老年用户居多。

“霸屏广告”是我国网络安全重点治理对

象之一。专家表示，《规定》划出了更清晰的监

管红线：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或者影响用户关

闭弹窗；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

别性，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

广告一键关闭。

此外，为提出更有力的惩治措施，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

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还

对广告活动中各主体的责任做了更明晰的划

分。对于“霸屏广告”这类“无法一键关闭”的违

规弹窗广告，广告主要承担法律责任；对欺骗、

误导等诱使用户点击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了提供互联网信

息服务的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制止

虚假违法广告，完善发现、处置为违法犯罪活

动提供广告推广以及在广告服务中植入恶意

代码或者插入违法信息的技术措施。对于互

联网平台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互联网广告活

动违法不予制止的，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予

处罚。

警方提示，用户应选择正规应用商店或官

方渠道下载应用软件，不轻易点击陌生链接或

扫描二维码，如发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应及时与监管部门或警方取得联系。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监管部门加大手机“霸屏广告”源头治理

全国每卖出 10包花草茶，就有 7包是亳

州发出，亳州花草茶抓住了互联网风口，让一

杯花茶的清香从皖北飘向全国——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近年来，人们对健康养生和高品质生活

的追求不断提升，花草茶的市场需求呈爆发

性增长，越来越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药食

同源的花草茶又称花茶，曾被视为现代中医

药产业“副产品”、茶类产业新成员，在亳州

已成长为 40 亿元产值的行业新秀，并连续三

年被国家邮政局评为“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

业金牌示范项目”。

搭上电商

花草茶渐成“新宠”

9 月是花草茶销售旺季。在亳州市谯城

经开区花草茶孵化基地的生产车间，自动打

包机有规律地跳动着，不停地“吐”出一袋袋

包装精美的花草茶，工人们熟练地将小袋茶

装进礼盒中，再把礼盒打包好，等待快递小

哥上门取件。

“目前旺季刚刚开始，每天能销售一万

盒左右花草茶。”安徽亳运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侯国锰介绍，随着销售旺季的到

来，尤其是“双十一”等电商促销节的临近，

每天销售的花草茶将达到十万盒。

安徽亳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刚刚成

立三年，侯国锰对现在的销量很满意。“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速

度，得益于亳州花草茶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大

环境，以及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红利。”侯国锰

说，公司的订单主要来自网络购物平台，客

户遍及全国各地。

在亳州市谯城区电商园的安徽炫鹉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货架上摆着不同的

花草茶商品。“这些是直播用的产品样品，客

户下单后，我们按照订单让厂家定制产品，

商品直接从厂家发出。”总经理鲁振伟说。

鲁振伟曾在苏州做电商销售，看到老家

的花草茶产业发展迅猛，于 2018 年返乡创办

炫鹉公司，主要从事短视频直播、电商一站

式运营，直播带货销售养生花草茶等产品。

目前，该公司有主播 12 人，员工 35 人，年直

播带货额 1000 余万元。

亳州市“互联网+”创业示范园运营有限

公司总经理汝子报说，目前，筑梦社区共有

167 家电商，其中 90%为花草茶电商，年销售

额 500 万元以上的电商有 30 多家，年销售额

300万元以上的有 40多家。

除了筑梦社区、谯城电商产业园，亳州

还有康美电商中心、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

心等花草茶电商集聚地，助推亳州花草茶在

互联网上销售。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亳州花

草茶“一飞冲天”：年寄递业务量由 2018 年的

3500 万件上升到 2021 年的 1.35 亿件，年均增

长率超过 55%。“今年上半年，亳州花草茶寄

递量已突破 8000 万件，预计全年花草茶寄递

量将达 2 亿件。”亳州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刘虎诚说。

迎风起舞

“配角”逆袭成“主角”

亳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中

药材种植品种多、面积广，市场交易繁荣，中

医药产业原材料供应丰富，发展花草茶产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亳州花草茶产业也曾面临一些发

展短板：从现代中医药产业的角度看，它是

“副产品”；从茶类产业的角度看，它是代用

茶，在盛产名茶的安徽，是茶类大家族的“小

个子”。

1995 年，从中医给自己开的润嗓药方中

得到启发的药材栈老板张西军，在亳州创办

了全市第一家花草茶企业。“推出的首款‘贡

菊冰茶’花草茶产品，上市短短三个月，不仅

收回了成本，还净赚了十几万元。”亳州市豪

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西军说着当

年的“故事”。

“亳州花草茶成为‘网红’的背后，除了

中华药都这一资源优势外，还在于亳州花草

茶在大健康行业的背景下，主动拥抱数字经

济，紧抓电子商务变革带来的机遇，抢占当

前的社交、直播等新电商业态风口，借风发

力，迎风起舞。”亳州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许

正松表示。

2012 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迭

代，运用场景越来越多，亳州花草茶企业抓

住互联网商机快速崛起，花草茶代加工市场

也随之蓬勃发展。到 2015 年底，全市花草茶

企业已近 300 家，初具产业规模，在全国市场

占据了较大份额。

在亳州，越来越多的电商人才涌向花草

茶产业，为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全国每卖出 10 包花草茶，其中就有亳

州的 7 包。”在亳州青年创客空间，安徽养中

和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朝阳自豪地说，从

2016 年进军“花草茶”至今，依靠亳州花草茶

产业优势和电商平台销售途径，公司年销售

额已突破 3000 万元。

“我们公司花草茶年销售额上亿元，主

要来自线上。”安徽首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伟说，作为一家销售驱动型创业公

司，电商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让花草茶香

飘全国各地，让地方特产变成家喻户晓的名

产，也为公司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

截至目前，亳州市花草茶企业有 1000 多

家，占全国花草茶企业的 70%以上，注册商标

超过 3000 个，花草茶品种 200 余种，形成了一

批颇具品牌影响力的电商品牌，花草茶年产

值达 40亿元。

规范发展

“金牌网红”欲“长红”

近年来，亳州市大力培育花草茶产业，

积极参与花草茶行业标准认定，推进花草

茶产业规范发展。2016 年，由谯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亳州花草茶行业商会积极推

动的安徽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代用茶》正

式实施。

“2016 年，可以说是亳州花草茶企业规

范发展的起点年。”亳州市花草茶行业商会

名誉会长张西军介绍，该标准规定了代用茶

的术语、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

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规则、标识、包装、

运输等内容。

一份行业标准，搅动花草茶产业“一池

春水”。

张西军说，过去由于没有花草茶产品生

产标准，企业要想在市场上销售花草茶，必

须取得产品的企业标准。而一个产品的企

业标准，从申请到发布大概需要 3 至 6 个月

的时间，费用至少 3000 元。

“亳州市有 1000 多家花草茶企业，平均

每个企业有五六十个花草茶品种，如果都要

申请企业标准，总费用将超过 2 亿元。”张西

军表示，有了安徽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代

用茶》，企业只要按照规范进行生产，不用再

对产品逐一申请企业标准，大大减轻了经济

负担。

更重要的是，有了标准等于掌握了话语

权，市场的认可度、知名度都会提升，也会提升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同时也为花草茶企业立了“规矩”，有利于产业

从无序到规范，有利于保障消费者饮用安全。

在张西军看来，安徽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代用茶》还让亳州花草茶拿到了畅销全国

的“通行证”，打破了产业发展的政策壁垒。

作为亳州的“金牌网红”，花草茶产业将

如何延续“网红基因”，获得更大的发展空

间呢？

今年，亳州市成立了花草茶文化研究基

地，掀开了花草茶产业发展新篇章。“我们将

依托亳州学院亳文化研究中心人才优势，重

点挖掘亳州花草茶的历史，对相关文献、民间

传说、口述进行整理，为亳州花草茶品牌建设

注入文化基因。”该基地负责人程立中说。

作为亳州市花草茶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谯城区被安徽省食品行业协会授予“花草茶

之都”的称号。

共 青 团 谯 城 区 委 书 记 周 诗 怡 介 绍 ，近

年 来 ，该 区 突 出“ 世 界 中 医 药 之 都 谯 城 花

草 茶 ”的 品 牌 定 位 ，着 力 打 造“ 谯 城 花 草

茶”区域公共品牌，先后举办了“寻找花草

茶星推官”“谯城区花草茶产业论坛”等活

动 ，促 进 花 草 茶 产 业 化 、标 准 化 、规 模 化 、

高质量发展。

亳州市正在起草的《促进养生花草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力争全市花草茶产业总规模达到 100 亿元，

未来 10年内达到 200亿元。

迎迎““风风””逆袭逆袭：：
““小配角小配角””成成““大网红大网红””

旧衣回收，不能拿善意当生意！
张雨秋/绘

▲ 网络直播销售亳州花草茶。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摄

亳州花草茶包装车间。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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