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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

刚刚过去的周末!或许有不少人因

为一个"跪求#走进了影院$ 几天前!一

位电影人为国产片%百鸟朝凤&'下跪磕

头求排片(的消息在网上风传!当事人称

)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吴天明导演最

后这部杰作(!其情恳切!令人动容$ 于

是!商业与情怀如何兼得的讨论再次浮

现$

和很多热闹的商业电影不同!%百鸟

朝凤&以充满感伤的语调!讲述了一段逝

去的时光和一群远去的"唢呐匠($ 某种

意义上!这部电影称得上一部双重绝唱$

首先!它是"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谢幕

之作!在完成电影剪辑仅一个月后!导演

便遽然辞世$ 其次!作为传统手艺人群

体的缩影!它又是唢呐匠人在现代社会

中的一曲挽歌$ 正因如此!当这样一部

用心之作*情怀之作呈现在大银幕上!电

影人自然希望能被更多人看到$ 而这部

电影的遭遇!与片中"唢呐匠(的命运一

样!提出了共同的问题+电影市场有没有

可能既讲商业!又有情怀, 在讲究商业

运作的现代社会!如何安放影人的文化

坚守,

就事件本身而言!与其说制片人在

)求排片(!不如说是在)求市场($因为通

常来说!排片多少并非影院主观决定!更

多是由市场决定的$用一位观众的话说!

有多少人愿意在周末花钱买票!去看)一

个农村老头教农村小孩吹唢呐(呢, 这

听上去令人尴尬!却也是现实$ 尽管在

)跪求排片(之后!%百鸟朝凤&的票房立

竿见影地突破
4555

万元!但相比商业大

片还是太少$ 换言之!电影作为一门大

众艺术!始终是和市场无法分开的!观众

有欣赏某种情怀的自由!也有不欣赏的

自由$ 在周末的电影院里!人们既能看

%百鸟朝凤&!也能看%美国队长
6

&或者

%不二情书&$ 今天的电影市场和文化市

场如此繁荣! 不正是让消费者拥有更多

选择吗,

事实上! 情怀和市场从来都不是对

立的$近年来!在电影市场上获得成功的

情怀之作并不少见!从%钢的琴&到%白日

焰火&!从%烈日灼心&到%师父&!观众从

来都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问题在于!在

)叫好(和)叫座(之间!还隔着一道商业

运作的河!很多优秀作品没能从容跨过$

打通二者! 有情怀的电影从业者不妨多

做些功课$去年%大圣归来&的排片!就极

好诠释了从份额极低到最终翻盘的 )逆

袭($ 另一方面!观众也有义务为优秀作

品起立鼓掌$ 今天的观众早已不再是单

纯的消费者!也是评价者!以自己的反馈

决定了电影的生产! 因此构成了文化生

态的一部分!欣赏水平提高也需要引导$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在于! 它既是一

个讲究市场规则的领域! 也有着鲜明的

文化属性!需要为情怀留下空间!用文化

底蕴培厚市场土层$可以说!文化属性才

是使电影等文艺产品有别于一般商品的

标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唢呐匠(所代

表的手艺人精神!)把唢呐吹到骨头缝

里(!那种对手艺的传承*对理想的执着*

对誓言的忠诚从未过时! 相反正是这个

社会特别稀缺的! 也是文化产业长远发

展的根本$ 在充满商业气息的时代维护

这一坚守!既需要影人的坚持!更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比如!文化企业要有更加充

分的文化自觉! 相关部门进行更多的投

入和扶持!而院线也有必要克制)票房至

上(的倾向!给)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多一

点机会!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

大众文化的缤纷舞台上! 从来都不

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百鸟朝凤&中!)唢

呐匠( 栖身其间的乡村礼俗秩序已经远

去! 把唢呐作为唯一精神娱乐的时代也

已一去不返$ 现代社会中文化市场成熟

的标志之一! 就是不同定位的作品都有

自己的存在空间! 并能找到各自的欣赏

人群$今天!我们的文化景观已经大为丰

富!在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国又世界

的当代社会! 让不同消费主体找到各自

喜爱的作品!让每一份情怀都妥帖安放!

正彰显着时代的文化观$

当骗子熬出朋友圈鸡汤

!

雅婷

看报道!虚假广告*欺诈信息盯上了新

阵地+ 借助鸡汤文的外壳! 开始登录朋友

圈!瞄准了辨别力不强*又较容易被鸡汤文

打动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骗术上的)升级($

从假冒老中医名义占据电线杆! 到形形色

色的)电视购物(!再到互联网)贴吧(!直到

如今的移动互联网*微信朋友圈!人群聚集

的新平台!骗子也要想法挤进来$

这种)升级版(!尤其值得注意$ 朋友圈

靠人际传播*熟人传播!虚假广告和诈骗信

息一旦成为埋藏其中的特洛伊木马! 熟人

转发又增加了可信度*消弭了戒备心!上当

的几率就会提升!轻则骗财!重则伤人$

如何管住)毒鸡汤(呢,

治标之策!首推专项行动$ 发现苗头!

迎头痛击!就会好很多$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

地! 公共号当然也不是$ 虚假广告工商要

管!涉及诈骗公安部门要介入$

然而!实际执法中存在一种)电线杆困

境($ 笔者曾经和一位执法者聊天+电线杆

上那么多治病的*办证的小广告!一看就是

骗钱的!都留了电话号码甚至银行账号!顺

藤摸瓜!岂不一查一个准儿, 他很无奈+也

得查得过来啊- 随手贴个小广告容易!查起

来费劲了- 执法力量有限是实际情况!但也

存在悖论+如果不查!一旦发生了问题!酿

成公共事件!耗费的执法资源更大!甚至还

会影响公信$ 因此!一旦某种涉嫌犯罪行为

有一定普遍性! 前端应对肯定优于事后介

入!早管费力更少*效果更好$

其实!力量不足可以靠调度社会资源

作为弥补$ 微信设有投诉功能!能举报有

恶意营销*欺诈等情况的文章!可是!在骗

术面前! 仅仅依靠微信平台自净还不够+

顶多是个删帖! 骗子换个马甲又上来了$

相关部门如果也有上述举报通道!效果是

不是好些, 活跃在微博平台上的)平安某

某 (公安账号 !就发挥了很好的接收线索

作用$

服务大厅 别让公众多跑白跑

!

白之羽

并联式审批*一站式办公!这是许多

行政服务中心对自己运行模式的介绍$

不过! 这种最初希望 )变群众跑为干部

跑(的思路!却在一些地方成了)变群众

跑为群众跑更多($

前几天!一位办公司的朋友说!在行

政服务中心做)三证合一(的换新工作!

结果除了工商部门把所有工作当场处理

完毕外! 地税和国税部门的现场工作人

员都表示!还有一些相关的收尾工作!需

要到各自的独立办事大厅处理!因为)自

己没有权限($ 结果!朋友又为此跑了好

几天$

朋友抱怨!)没有权限( 为什么还入

驻行政服务中心!说好的)一条龙服务(

呢,

朋友碰到的情况!或许不是孤例$对

于一些行政部门来说!服务中心的设立!

的确给原有的工作模式带来一定变化!

增加了一定负担$ 办公地点的转移会带

来设备与人员的变化! 联动审批会导致

协调难度加大!除此之外!打破)关起门

来盖章( 的工作流程也可能触碰到了一

部分人的蛋糕$

可是这些人却忘了! 自己手中签字

盖章的权力! 却并非真是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 在国家对行政服务大厅有着明确

定位和要求的前提下! 在全社会都在努

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经济活力的时期!

这种行为让企业的负担不降反增! 也是

对中央精神的架空$

当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紧

推进$对于行政部门来说!如何提高工作

效率*优化办事流程!让群众和企业能够

更顺畅地享受到公共服务! 也是深化改

革促进增长的重要手段$所以!对于一些

地方一些部门来说!必须摆脱)以自我为

中心(的办事思路!不能成为改革路上的

)钉子户($

设立行政服务大厅的本意是好!但

一定小心别成摆设$ 我们期待服务大厅

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别让公众)多跑白跑

闹心跑($

近年来!随着微信用户越来越多!不少

人看中微信带来的流量红利! 打起了利用

社交工具行骗的主意$ 面对暗潮涌动的转

发*点击等营销产业链!微信平台和相关监

管机构应警惕其中违法行为!及时介入!不

可任其成为市场监管死角$ 测试小游戏*点

赞获礼品*行善寻亲*扫码送话费*回复换

礼品等花样百出的)朋友圈(营销内容!可

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并给个人隐私和财

产安全带来威胁$

对)朋友圈(频繁出现涉嫌虚假宣传*

欺诈*内容涉黄的广告!以及防不胜防的第

三方平台和外部链接!微信虽有苦衷!但作

为用户数已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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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的社交平台!微信

管理团队应主动扛起净化 )朋友圈( 的责

任$ 新华社发

!圈"套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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