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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艺双馨“浇灌”艺术长青
■ 刘 振

近日，中宣部印发 《关于开展文娱
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加大文娱
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营造天朗
气清的文娱风气。 同时，中央网信办、文
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加强
“饭圈”乱象治理、开展文娱从业人员教
育管理的具体举措。

有关方面相继打出组合拳，剑指文
娱领域乱象，直击天价片酬、流量至上、
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举
措实、落点准。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召开
系列座谈会，就加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
德建设发出倡议。 一批知名文艺家纷纷
发声，呼吁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坚定追
求德艺双馨。 一场综合治理文娱生态、
协同清朗网络空间的大幕已经开启。

文娱行业是文艺领域亮点纷呈的

一部分， 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人们
切身体会到，无论大屏小屏，总有享用
不尽的视听盛宴；无论网上网下 ，都能
感受到文娱生态的无穷活力 。 但必须
正视，当前文娱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 ，
精神境界不高，导向跟着流量走 ，标准
跟着市场走，潜心创作让位话题炒作 ，
精益求精被流量至上取代等 ， 把作品
放在消费主义之手来掂量 、 放到金钱
至上的天平来称量 ，制造 “文艺垃圾 ”
“文化泡沫”“娱乐噪音”， 失去了文艺
创作的初心， 消解了文艺作品的教化
功能， 带偏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审
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文娱行业存在这些乱象，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 一些从业人员价值观错谬、
审美观错位、艺术观错乱，同时一些社
会资本逐利、演艺机构合谋、播出平台
失守。 对于这些违背文艺创作规律、损
害文艺审美品格、毒化文艺生态环境的
行为，必须加强整治，强化资本监管，压
实平台责任。 整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从根本上说，整治行业不良倾向 、廓清

文娱领域风气，还需要从业者自尊自爱、
自律自强，提高素质、提升素养。今天，重
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工作者， 并非
老调重弹， 而是一个必须直面且着力解
决的现实命题。

文艺工作者应尚德崇法而不能失

德失范。 文艺要给人价值引导、精神引
领 、 审美启迪 ， 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
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 。 文艺
工作者的德行操守是生命之根 ， 扎得
越深，艺术生命之树就越枝繁叶茂。 很
难想象，一个在道德观念上出现偏差 、
在精神追求上走向歧途 、 在职业操守
上不能自律的文艺工作者 ， 能创作出
好的、美的、能赢得人心的作品 。 法国
美学家布瓦洛曾说 ：“一个有道德的作
家，才具有无邪的诗品 ，能使人耳怡目
悦而绝不腐蚀人心 。 ”音乐家阎肃 ，将
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 对唯真唯善唯
美的艺术追求，化作优美的旋律 ，是当
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真正的文艺家，
心中有大爱 、 心中有大美 、 心中有大
善，他们有高尚的人格修为 ，人品经得
起道德标尺的丈量 ；他们有 “铁肩担道
义 ”的使命担当 ，作品经得起历史 、时
间和人民的检验。 今天，我们向有崇高
道德操守的文艺家致敬 ， 也呼唤更多
文艺工作者涵养人格修为 ， 强化使命
担当，自觉把崇德向善 、秉持操守贯穿
于职业和人生的始终。

文艺工作者应敬畏艺术而不能糊

弄观众。 真正的文艺家无不对艺术怀有
敬畏之心，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那些把
生命融入艺术的表演艺术家，之所以令
人感佩 ， 就在于他们做到了 “戏比天
大”。 比如，把演戏这件事看得比命都重
要的李雪健，有人说看他演戏，“汗毛都
要向他致敬”。 相较之下，文娱行业的某
些后来者，没有认真传承老一辈艺术家
的思想品德和审美风范 ， 而试图走捷
径、求速成，梦想一夜成名、不劳而获 ，
这样的态度显然难以创作出扎实厚重

的艺术形象 。 有些流量艺人尽管名气

大、人气高，但唱歌对口型，表演浮夸，演
技近乎为零，怎能赢得观众喜爱？ 最近，
不少知名影视编导和文艺评论家倡导坚

守文艺正道和审美品位， 明星应该服从
角色，颜值不该凌驾审美，艺术之美的标
准应该正向、丰富、多元，“演员不能不谋
演技只磨皮，而要靠硬功夫、真本事演绎
角色、塑造形象”。今天，我们呼唤更多文
艺工作者认真学习理论知识， 涵养丰厚
艺术底蕴，潜心创作艺术精品，努力在攀
登“高峰”路上矢志前行。

文艺工作者应服务人民而不能服务

金钱。 文艺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这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场， 也应
该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和信念。 只
有尊重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
意服务人民， 以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内在
能量引领和鼓舞人民， 文艺工作者才能
大有作为，文艺创作才能大放异彩。反观
当下，一些影视作品套路化、浅表化、低
俗化现象明显， 正是因为远离人民这个
源头活水，这些作品才成了无根的浮萍、
无魂的躯壳。加之“饭圈”乱象之下，资本
加持速成造星，播出平台联手“割韭菜”，
各方赚得盆满钵满， 而人民群众的审美
情趣却被摒除在外。对此，“人民艺术家”
王蒙激烈发声 ，“维护文艺的尊严与品
格， 唾弃并驱逐那种愚蠢浅薄低俗的伪
文艺”。 今天，我们呼唤更多文艺工作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从人民群众的审
美需要中获取灵感， 锤炼人品、 锻造艺
品、打磨作品、奉献精品。

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伟大

时代 ，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活跃 、观念
碰撞 、文化交融的时代 ，这个时代为文
艺繁荣提供了良好契机，也为文艺工作
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宽广舞台。 文艺工作
者有责任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
者 ，坚定高尚的职业操守 、树立良好的
社会形象 、 创造出文质兼美的优秀作
品 ，以德艺双馨的人生追求 ，浇灌艺术
生命长青。

皖江评论

对轻食产品不能轻视监管
■ 梅 麟

日前，上海市消保委对一款自称轻食产
品的全麦面包进行检测，发现其实测能量高
出宣传 40%。 涉事企业随后发布道歉声明，
暂时下架该款产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健康意识增
强，具有低热量、低脂肪、低盐和高蛋白、高
膳食纤维等特征的轻食品消费持续增长。据
《2020 年中国人群轻食消费行为白皮书》预
测，2022 年中国轻食代餐市场规模将达到
1200 亿元，成为资本青睐的“蓝海市场”。 然
而，当前轻食市场乱象频出，网红品牌屡屡
曝出质量不达标、虚假宣传等问题，损害消
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市场健康发
展已是当务之急。

有的轻食产品打出 “零脂肪”“轻松减
肥”“低脂低卡”口号，利用花里胡哨的概念
引诱消费者购买，产品真实情况与宣传内容
脱节。 该款全麦面包“翻车”，就是因为宣传
内容存在欺骗消费者嫌疑， 引发信任危机。
规范轻食市场秩序， 不能止于企业道歉，还
应追究违规宣传责任， 责令消除不良影响、
没收不当所得，震慑虚假宣传行为。 为达到
增加销量目的，电商平台和带货主播等销售
方积极参与虚假、夸大宣传，却在产品出现
问题后扮演受害者角色，以此逃避责任。《广
告法》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
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在治理虚假宣传过
程中，应将销售方同样纳入治理范畴，严厉

打击销售环节误导消费者行为，增加销售方
虚假宣传违规成本，让轻食产品宣传回归理
性，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轻食不能“轻监管”。消费者往往难以辨
别产品质量好坏， 无从知晓食品安全隐患，
需要加大监管力度， 为轻食市场立规矩、划
红线。 结合行业发展特点，完善轻食产品安
全标准，建立安全风险监测机制，确保监管
有规可依，责任落实到人。 通过定期巡检抽
样速测排查等手段，把关企业生产原料和包
装材料等是否合规，及时发现问题，防止安
全风险扩大。 强化企业食品安全自查，敦促
问题企业及时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
产。 若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消费者权益
受损，应依法取缔企业生产资质，落实企业
赔偿消费者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轻食不能“轻长远”。 话题炒作、名人代
言、打造“网红”概念等，或可短期内实现销
售增长，但仅靠宣传炒作只能“昙花一现”。
企业应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提升内部管理水
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强化消费
者监督，确保产品质量过硬、安全放心。认真
开展市场调研，时刻把握市场变化，汲取同
行先进经验，加大产品创新研发力度，促进
行业内良性竞争。少一些套路，多一点诚意，
用过硬产品说话，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消费者也应认识到，轻食仅对人体健康
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理性选择轻食产品同
时，坚持“管住嘴、迈开腿”，合理调整作息，
积极参与健身运动，享受高质量健康生活。

服务窗口容不得“小毛小病”
■ 殷 骁

跑办事大厅 4 趟历时 44 天才能拿到房
产证，花 500 元找“黄牛”代办 1 天就能办
完。 日前，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
公布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不动产登

记耗时长、工作人员涉嫌与“黄牛”勾结不
当牟利问题。 无独有偶，吉林省公主岭市政
务大厅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也存在排队时

间久、插队严重、“黄牛”卖号牟利等情况。
窗口虽小，业务不少，事关群众工作生

活的业务尤多。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大背景下， 某些工作人员置群众
利益于不顾，公然把分内事变成金钱交易，
把便民服务窗口变成贪腐寻租窗口， 甚至
形成稳定“产业链”，暴露出其宗旨意识、服
务意识、法律意识缺失。

一些地方监管不到位、 投诉举报渠道
不畅，也助长了窗口“小毛小病”滋生蔓延。
有的地方或部门，长期浸淫于人情社会，凡
事热衷于找关系走后门，形成“花钱办事”
“托人办事”等不良风气。 少数监管人员默
许纵容违法违规行为， 让违法乱纪者有恃

无恐、“黑中介”有机可乘。
把正常服务变成稀缺服务， 把政务服

务当作花钱买卖的 “寻租服务 ”，在急难愁
盼问题上“揩油”，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影响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败坏党和政府形象与
公信力，也破坏了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莫
伸手，伸手必被捉。 个别人抱着侥幸心理公
器私用、“拿着大印当大爷”，必受党纪国法
严惩。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窗口“小毛小病”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以零容忍态度立行立
改。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强化公职人员宗旨意识和纪律
意识。 全面排查整改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以
点带面、举一反三、整改落实，规范权力运行
机制，压缩直至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纪检监
察机关要紧盯“疑难杂症”“小毛小病”，畅通
举报渠道。 建立健全中介机构失信行为惩戒
和淘汰机制，严肃追究处理“黑中介”，规范
市场行为。 以持续、高效、严格的监管手段倒
逼相关部门改进服务态度、 降低办事成本，
让政务服务更便捷高效， 为群众好办事、办
实事。

有话要说

防沉迷网游，需多方联防
■ 洪 放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
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的通知》，规定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
在周五、 周六、 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 小时服务，其
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

网络游戏服务。
猛药之下， 必然劝退大量未成年玩家。

以“王者荣耀”游戏为例，无论是排位赛还是
巅峰赛，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累积到高
段位，而每周 3 小时的时间会极大地限制玩
家段位“冲高”，没有了所谓“高端局”的体验
感，自然会抑制青少年的游戏瘾。

移动设备普及，青少年接触电子设备越
来越容易。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成长阶段，好
奇心强、自控力差，过早接触网游，极易产生
依赖性，错过学习成长的黄金期。 少数青少
年受游戏中不正确价值观的影响，做出伤害
他人、危害社会的行为。 作为适当调节学业
压力的工具，网游应回归到适度范畴。

各大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上线， 大大
抑制了青少年游戏沉迷现象， 但仍可能存

在青少年规避技术限制、使用成人账号登录
游戏的可能性。特别是此前一些新闻提到的
“成人实名账号买卖”“通过人脸识别” 等黑
色产业，会让不法分子钻漏洞。 经济利益不
能成为网络游戏企业的唯一“指挥棒”，网络
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游戏规则，对可能诱发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游戏规则进行技术

改造。
防沉迷系统仅仅治标，不可能一劳永逸。

家长工作忙、孩子学业压力大，是造成一部分
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重要原因。 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自控力，需要家长以身作则、耐心
引导，抽出时间多加陪伴。 学校可以通过开设
相关网络教育课程， 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素
养教育。 不论家长还是学校都应积极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社会实践及各种丰富
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娱休闲活动， 让他们发现
屏幕方寸之外更加真实多彩的世界。

防沉迷不可能一招制胜。政府层面建制
立规，平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家长、老师更
好履行监护教育职责，合力将未成年人从网
游“泥潭”中拉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环境。

议论风生

热点热评

合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 徐 海

近日， 教育部发布的第八次全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 全国大中
小学生健康情况明显改善。但是，学生视
力不良和近视率偏高、 学生超重肥胖率
上升等健康问题引人关注。

民为邦本，没有健康的个体，安能有
一个健康的国家？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
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开篇阐述人们
的体质与国家状况的关系，鼓励人们通
过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号召加
强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如今，“健康第一” 已成为重要教育
理念，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支撑。“体
者， 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育
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
感情，因而强意志”。拥有健康的身体，才
能充分发挥个人才干。 近日，《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

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 体现国家对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重视。 确保健康教
育工作取得实效，学校、社会、家庭需要
形成合力，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立足学生主体，提高健康意识。 “每
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开展健康
教育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培养健康行为习惯。目前，有的学校在体
育、 卫生等健康科学方面的教学模式较
为单一、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未能充分
调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学校
要明确健康教育的教学目标， 将健康教
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相
结合，融入教育教学与学生管理全过程。
根据各年龄段学生身体特点， 科学规划
教学内容， 构建面向全体学生的健康教
育体系。举办学生喜闻乐见的课外活动，
激发学生锻炼热情，提高学生健康意识。

统筹社会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实施
健康教育仅靠学校力量不现实。 健康教
育涉及体育、心理、营养、医疗等多个学
科， 学校硬件设施与师资不可能全部覆
盖，应坚持“开放性、实践性”原则，促进
学校教育与社会资源深度融合， 形成全
方位、多层次健康教育资源体系，着力解
决场地和师资不足等问题。比如，学校可

以与当地体育俱乐部、 体育场馆等社会
机构展开合作， 让体育教育更加契合孩
子兴趣。

履行家庭职能，培养良好生活习惯。
全国大部分地区把体育纳入中考计分科

目， 一定程度上促使家长重视学生的健
康教育。 然而，一旦考试结束，很多学生
就会放弃锻炼，身体素质下降。 说到底，
健康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养成教育， 健康
的生活方式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发形

成的。健康教育光靠学校是不够的，家长
必须主动支持配合。家长应以身作则，践
行健康生活方式，给子女树立良好榜样。
积极与学校沟通， 了解学校健康教育计
划、目的和要求，鼓励孩子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制定科学生活作息制度，保证孩子
营养均衡、 充足睡眠及足够的体育锻炼
时间。增强健康管理意识，培养良好生活
习惯， 让孩子在健康轻松环境中收获自
信、快乐成长。

“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 心力体
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 健康教
育关系学生身心健康，学校、社会、家庭
协同育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以质量提升劳务品牌成色
■ 韩小乔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20 部门印发《关于劳务品
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多方面举措加
快劳务品牌发展。

吃徽菜，首选“绩溪徽厨”主理的菜
馆；找护工，“吕梁护工”值得信赖；做防
水，首先想到“平舆防水”……这些带着地
域标志的职业行业名词，成为人们耳熟能
详的劳务品牌。作为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
的劳务标识， 有的劳务品牌自发形成，靠
“传帮带”聚集人气，在市场考验中脱颖而
出；有的挖掘优势资源，靠政策扶持引导，
不断做大做强。

一个个响当当的劳务品牌背后，是
一支支备受好评的劳务大军。 过去靠卖
力气走四方，如今手持品牌闯市场。正因
为劳动者的聪明、勤劳、踏实、诚信，才让
劳动成果形成口口相传的 “金字招牌”；
也正是因为一些劳动者经过系统职业培

训、拥有特长技术、具有服务承诺和安全
保障，才能把劳务品牌擦得更亮、叫得更
响。改善劳务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劳务
搜寻成本和市场风险，劳务品牌既是“就
业名片”，让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又是“质量认证”，让雇主用得放心、用得
安心。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
进规划》， 创新提出劳务品牌促就业计
划， 即是肯定劳务品牌建设在促进就业
中的重要作用。

面向市场的劳务品牌，也是一种“商
品”。 “商品”质量，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品牌
影响力、竞争力。 从以往情况看，一些劳务
品牌自发形成后，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标
准化体系建设和科学严谨的管理措施，容
易因个别现象或局部问题导致品牌形象

受损、劳务输出受阻。 激烈竞争下，品牌质
量考验着当地服务保障的能力。既要开展
劳务品牌技能培训，培养劳务品牌技能带
头人，提高品牌技能含量，又要加大扶持
力度，打造细分行业“专精特新”劳务品
牌，组建劳务品牌联盟，推动劳务品牌上
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只有像企业抓产品
质量一样，强化质量管理意识和系统管理
思维，以质量擦亮劳务品牌成色，才能让
劳务品牌化之路越走越顺。

增强劳务品牌意识，促进地域劳务品
牌遍地开花。 品牌好不好、硬不硬，不是自
说自话、自吹自擂，要看市场认不认可、能
否经受住时间考验。 有的地方打着“劳务
品牌”旗号，输送大量劳动力去大城市从

事家政服务，但供需不匹配、缺乏特色，总
被“退货”。 离开本地优势只看外地需求盲
目引导，必然遭受损失。 同样是劳务输出，
是否发挥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劳务，找准
市场定位，结果大不一样。 绩溪县被称为
“中国厨师之乡”， 全县 18 万人口中约有
十分之一在全国各地从事厨师工作。当地
摸准务工动向， 紧贴市场打造徽厨品牌，
挖掘优势带动产业发展，让人力资源优势
转变为经济资源优势，值得借鉴。

打造劳务品牌不可能一蹴而就。 每
一个劳务品牌都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推广

和劳动者多年的奋斗。 但一些劳务品牌
打响后，不少外地商家竞相模仿，产品鱼
目混珠、名不副实，品牌声誉一落千丈。
诚信经营，是劳务市场理应遵循的原则。
鼓励劳务品牌注册申请商标专利， 把社
会诚信评价体系融入品牌提升发展全过

程， 助力一批有知识产权的劳务品牌更
好成长，有效降低劳务市场风险。

某种程度上说，品牌意识决定劳务发
展的方向和现状。 发挥政策推动作用，积
极调动社会力量，加强质量管理和队伍建
设， 让优质劳动力享受高标准高质量待
遇， 让不同层面劳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劳务品牌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

一字之差 王铎/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