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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光里，成都各地的
油菜花田一片金黄。3 月 20
日，崇州白头镇甘泉村，66岁的
叶志祥走在花海中，清理田间
的游客栈道，期待这个周末迎
来更多的游客。

2010 年，担任村支书的叶
志祥，在“农业共营制”的浪潮
下，成立合作社流转全村 1800
余亩土地，带领合作社年入两
百万元，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种田CEO”。
三年前，他又发现乡村旅

游蕴含的巨大商机，找人在油
菜花田中打造出“爱情迷宫”，
让产量有限的油菜田价值翻
倍。去年油菜花开的两个月，
迷宫花田就带来8万元增收。

今年，他不仅将迷宫“精
装”，还盯上油菜花文化的打造
和农村电商发展，“不创新、不
跟上时代，农业是搞不好的。”
对更多的农村工作者而言，花
海迷宫的成功、叶志祥的种田
故事，其实都折射出成都“农
业+乡村旅游”所带来的机会、
创新与活力。

近日，有网友称不少商家利用外卖
平台在网上售卖香烟，还有成都的网友
发现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也通过外卖软
件买到了烟。3月1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在外卖平台饿了么上，短
时间内搜索到了不少卖香烟的“小超
市”，不仅购买流程快捷流畅，而且没有
确认和识别购买者是否成年。

这些商家，除了将香烟的名字改为
“吞云吐雾”“神仙草”“冲上云霄”等极
具迷惑性的名字，以躲避外卖平台监管
外，还提供代买服务，只要消费者在店
内消费其他商品，并备注上需求的香
烟，快递骑手便会把购买的商品和香烟
一同送到消费者手中，香烟的费用由骑
手收取并转交给店家。

香烟改名网上销售
部分商家提供有偿代买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将商品分
类改为代号来暗示消费者。在记者收
藏的其中五家“小超市”里，商家把烟草
划进打火机、扑克牌的分类里。也有的
将分类名改为“吞云吐雾”“冲上云霄”
及“神仙草”这样的代号。有几家则是
设置“帮买产品请备注”分类栏，这些分
类里每种烟的名称都是同音不同字。
还有一家是在公告栏处注明，如需“吞
云吐雾”可电话联系，并留下了商家的

手机号码。
记者选择了其中两家购买。在一

家将烟草分类为“吞云吐雾，你懂得”的
商家，购买过程和平时买食品没有区
别，下单后商家立即回复。

随后，记者又进入另一家店，拨通
留在公告栏的电话后，告知买烟需求，
商家说：“只要烟的话，这会儿可能没法
送。如果你买其他东西的话，写了备注
带烟的话，可以把烟带过来到付。”

以上两次购买过程中，商家都没有
向记者确认身份信息。

外卖平台禁止售烟
相关监管措施年内研究

那么，在外卖平台上销售香烟，并
且不进行身份信息确认，这样的行为是
否合法？记者联系了四川省烟草专卖
局进行了解。

对此，四川省烟草专卖局一位负责
人表示，《烟草专卖管理实施条例》明确
规定，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
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

购买其他商品，提供有偿代买香烟
服务的行为，是否属于网络销售香烟的
范围？这位负责人表示，商家通过第三
方平台帮消费者代买，“目前还没有明
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

四川省烟草专卖局一位工作人员

说，部分商家利用条例漏洞来达到网
络售卖香烟的目的，这种行为是目前
行业监管的重点。“具体的监管措施，
烟草专卖局应该在今年之内会有相关
的研究。”

饿了么回应

已加大图片识别
严重违规者将下线

对此事，外卖平台有什么回应？记
者随后联系上饿了么。

饿了么公关部工作人员说，根据规
定，外卖平台不允许商家售卖香烟，更
不允许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饿了么
合规部门对于明确使用烟草品牌名称
的关键词，发布前会进行屏蔽拦截。“对
于部分商户把香烟改名后上线的情况，
我们始终积极排查，目前已从图片识别
的角度加大监管。”

该工作人员表示，一旦发现违规售
卖烟草的商家，会进行扣分，对严重者
将下线处理，并同步烟草监管部门线下
取缔。用户如发现商家违规售卖香烟，
可通过饿了么开设的电话投诉热线、
app一键举报功能进行反馈，平台收到
相关信息后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邓景
轩 实习生忻晓松

女童玩耍铅笔不慎戳进鼻腔
3月11日中午，彤彤拿着一根铅

笔玩耍时，不慎将铅笔插进了鼻腔，顿
时鼻孔鲜血直流。慌乱中家属赶紧把
断了的铅笔拔出，用纸堵住流血的鼻
孔，把孩子送到了广西当地医院。

随后，医生对孩子受创的嘴唇和
鼻腔进行缝合清创，但2天过去了，彤
彤仍然流鼻血，检查发现，彤彤鼻腔里
有“东西”，医生建议先做消炎处理，再
取出异物。然而，4天过去了，消炎的
情况并不乐观，彤彤的嘴唇、鼻子还是
很肿，当地医生建议到大医院去看看。

家属大意险错过最佳治疗期
孩子病情不明朗，家人赶紧带着

彤彤来成都求医。“从鼻孔看不到异
物，做鼻腔内镜也没有发现异物。”当
时接诊的徐幼放心不下，开了一张CT
检查单，让彤彤做进一步检查。可是
彤彤和她妈妈并没有去做CT。

徐幼打电话联系彤彤母亲才得知
对方已经离院。“肉眼和鼻内镜没有发
现，并不能排除没有异物。”徐幼说，万
一有异物留在鼻腔，发生感染会影响
鼻腔甚至大脑，非常危险。

第二天，彤彤和母亲回到医院做

了CT检查，结果显示果然有异物，而
且体积不小。徐幼建议彤彤住院做全
面检查，并开好了住院单。可是彤彤
母亲再一次带着彤彤离开了。

徐幼很生气，又一次打电话给彤
彤母亲，并说服她同意让彤彤住院。

专家会诊取出残留铅笔
彤彤不断流脓鼻涕，唇、鼻依然

肿胀，还出现烦躁情绪。为了弄清病
因，徐幼安排彤彤做了更全面的CT
检查，最终发现异物不仅仅是鼻腔中
的一小块，而是插得很深、已快抵达
颅底了。

23日中午，徐幼为彤彤做了鼻内镜
微创手术，终于取出了“罪魁祸首”——
一根4.5cm长、直径约1cm的铅笔。这
根断了的铅笔从彤彤左侧上唇插入，穿
通鼻前庭、鼻腔底、鼻中隔，再穿通到右
侧鼻腔，并直抵鼻颅底，而且已经发炎，

“如果炎症再发展下去，就会导致鼻腔、
眼眶、颅内感染，危及生命。”

目前，彤彤的肿胀已经缓解，如没
有特殊感染，3-5天就能出院。徐幼
提醒家长，不要把铅笔、树枝、筷子等
尖锐物给孩子当玩具，避免发生意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未成年人可在饿了么
叫“香烟外卖”？

记者调查：商家换名售卖躲避监管提供有偿代买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实习生 王爱玲

摄影 刘陈平

““农业发展光靠种地农业发展光靠种地，，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叶志祥走在叶志祥走在
铺着木栈道的油菜花田里铺着木栈道的油菜花田里，“，“这里藏有这里藏有44个迷宫个迷宫，，既既
能满足人们拥抱田园的向往能满足人们拥抱田园的向往，，又能勾起更多人猎奇又能勾起更多人猎奇
的心理的心理。”。”

他 的 幸 福 感

种田CEO

打造40亩油菜花“爱情迷宫”

追花三年

“合作社不只创新搞了迷宫花
海。”在种养上，叶志祥和社员们还看
中稻田养鱼模式的循坏农业。2015
年开始，崇州当地合作社打造的“稻
虾藕遇”等生态米走红市场，价格远
高于普通大米，且供不应求。

“我们合作社搞了100亩左右。”
从稻田鱼、虾，再到鸭，合作社的收入
持续增长，“村民们看在眼里，甜在心
里，对我们合作社更加放心。”

“崇州很早就开始打造油菜花
文化。”叶志祥说，全省的油菜花精

品景区就有崇州的一席之位，“特
色文化的建设不仅能丰富村民生
活，也能吸引更多外地人前来感
受、体验。”

去年，66岁的叶志祥离开村支书
岗位，更加专心搞起农业。他说，搞
农业不能拒绝互联网，“这是个神奇
的东西，可以把各地的人联系起来。”
他认为，目前农村电商基础与物流问
题要加快建设和解决，“今后，希望能
打造出更响亮的品牌，把地方农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

“农业发展光靠种地，是不够
的。”20日上午，叶志祥走在铺着木栈
道的油菜花田里，“这里藏有4个迷
宫，既能满足人们拥抱田园的向往，
又能勾起更多人猎奇的心理。”

三年前，叶志祥瞅准乡村旅游带
来的巨大商机。“崇州办了多年油菜
花节，吸引了很多人自发前来。”之
后，他与广西小伙子蒋汉宏相识，并
邀请蒋汉宏在10亩油菜花田里进行
试验，设计了“爱情迷宫”。

“2016年3月，迷宫吸引了很多
年轻人来耍。”由于第一年名气未打
响，他们的投入与收入基本持平，“不

亏本就代表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二年，迷宫范围扩大至40亩

左右，叶志祥在花海中添置了帐篷，
做起茶水棋牌生意，还把合作社的
粮油拿到现场销售，两个月下来收
入达到8万元，“今年三八妇女节期
间，每天收入也在3000多元。”

“这放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叶志祥说，这个集赏花、游玩、品茗
为一体的乡村游，还带动了附近更
多村民增收，“这里的人气旺了，
周围吃喝住行的消费也顺理成章
地拉动起来，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回来。”

不让田荒
村支书当上“种田CEO”

崇州，位于成都平原西部，是
粮油生产大县，自古就有“西蜀粮
仓”美誉。“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
种田了。”2010 年，时任甘泉村村
支书的叶志祥看到田地荒起没人
管，十分着急，“有的人还出钱给别
人种。”

在那年，崇州开始探索创立“农
业共营制”：农户以土地入股，成立合
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实现土
地要素优化配置集中经营。瞅准机
遇后，叶志祥正式成立合作社，走家

串户流转土地，“到现在流转了全村
1800多亩土地，村民每年不仅能拿
保底收入，还有额外分红。”

“崇州主要种粮油作物。”叶志祥
说，大多数村民都很支持，不用种田
就可以拿到钱，有的人在合作社做工
还有工资。据了解，仅去年，在农业
专家指导和政策支持下，他们合作社
年入两百余万，“扣除其他开支后，村
民每亩地可以分到700元。”

但这些，对这位喜欢探索新路子
的“种田CEO”而言，还远远不够。

乡村旅游热
打造迷宫两月收入8万元

未来蓝图
盯上油菜花文化与互联网

如何助力乡村振兴，一直是成都
农业探索的目标。在崇州，油菜花经
济成了当地油菜产业兴旺和休闲乡
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崇州的油菜花种植面积在
16.5万亩左右。”20日下午，崇州市
农林局农经科科长杨成伦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2013
年开始，崇州开始打造自驾赏花旅
游节，每年少不了重庆路与十万亩
高标准良田一带的油菜花海，“在
油菜花经济的助推下，崇州各地农
家乐等休闲农业遍地开花，这也带

动崇州休闲农业年总收入达到千
万元。”

崇州的农业+乡村旅游，也是成
都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体现。据了
解，2017 年，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出要联动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去年，成都农产
品加工产值突破1400亿元，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收入327.7亿元、同比
增长 2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98元，增长9.3%，“农商文旅的融
合发展，将进一步助推成都农业新发
展，并带来更多机遇和市场。”

乡村振兴
休闲农业收入上千万

铅笔戳进女童鼻腔
成都医生会诊取出

3月24日清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主任医师徐幼打电话给病房，询问前一天接受手术的小患

者情况。这个2岁的广西小女孩彤彤（化名）在玩耍时，不慎将铅笔
戳进鼻腔直达鼻颅底，再深一点伤到颅底，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手术顺利，恢复的情况也不错。徐幼提醒家长，尽量不要
让孩子把铅笔、筷子、树枝等尖锐物品拿来玩耍，避免造成意外。

叶志祥和他打造的油菜花爱情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