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名河南的小学教师，前几天学
校通知班主任们参加“在线教育平台”APP
的使用培训。老师们都困惑，上学期不是刚
培训过吗？还记得上一次开会，教导主任还
要求班主任督促家长们注册登录“X 学网”。

因为本校家长注册率不能太低，必须超过
30% ，否则教育局量化考核不给学校计分。

教导主任一再强调这是“政治任务”。这
套“在线教育平台”属于教育电子化管理系
统，是由市教育局公开招标建立的。教导主
任还说，如果家长们注册率太低，就按注册
率给班主任“量化计分”。对此，班主任都满
腹怨言，如果家长们觉得它没用，不愿意注
册，难道还拿学生出气，逼家长登录不成？其
实，这“X 学网”要注册、登录也很简单，可就
是没什么用。有几个家长嫌它占手机空间，
问我不下载行不行，我直言相告：“随便，我
就没下载。”

原因很简单，即便是只有三四十个学生
的标准班，班主任也成天忙得团团转，更不
用说那些一个班八九十个学生的超大班了。

作业批改已经让老师“疲于奔命”，难道下班
回家还得上“在线教育平台”加班？我问过几
个学生家长，注册后登录过几次“X 学网”？
大家都说没再打开过，有家长注册后就直接
把 APP 卸载了。

此前，学校让家长们下载过一个叫“校
X 通”的软件，每月收费 3 元，但没什么人
用；现在这个“X 学网”虽然免费，依然没什
么用。老师和家长们都觉得，各种泛滥的“教
育平台”，哪有微信方便？真要促进家校联
系，有微信就足够了。

回到开头说的培训，原来这次来的并
不是“X 学网”培训员，而是来自一家名叫
“Y 学网”的公司，该系统同样属于市教育
局公开招标建立的。培训员还播放了公司
领导跟市教育局签合同的视频以及“红头
文件”的照片。看看手里的广告，听着培训
员的介绍，这“Y 学网”跟那“X 学网”并没
多大区别。市教育局为何招标弄两套同样
的“在线教育平台”？花了多少钱建这些“平
台”，对本地教育 、对老师学生和家长又有
什么益处？

培训员走了，教导主任又强调了这个
APP 的“重要性”，又要求班主任们督促家长
们下载安装注册登录。回到办公室，我直接
把通知全部丢进垃圾箱，我也并不打算让家
长们再劳心劳力注册这些没用的“教育平
台”了。

泛泛滥滥的的““教教育育平平台台””

温温凉凉河河

“这是一个只在夜里十二点到早上七
点营业的食堂，来这里用餐的人，都会向老
板点一份特别的菜。每份菜背后，都有一个
特别的故事。”这段台词，来自曾经备受好评
的日剧《深夜食堂》，很多观众曾被剧中暖心
的桥段、垂涎欲滴的美食所打动，也在豆瓣
上给出了高达 9.2分（满分 10分）的评分。

听说中国将要翻拍《深夜食堂》，而且
由号称演艺圈内最会做饭的演员黄磊主
演，很多观众都抱以很高的期待。我们川鲁
粤湘的美食数不胜数，如果再配上有市井
温度的好故事，不就是剧情版的《舌尖上的
中国》吗？然而，在该剧上映之后，却遭遇了
种种尴尬和吐槽，甚至成了国产剧的“负面
典型”——— 豆瓣评分仅有 2 . 3 分，刷新了国
内电视剧豆瓣评分的“新低”。

从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中国版《深夜
食堂》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某些演员演
技浮夸、表情夸张；剧情和台词设计“不走
心”，说好的美食场景大打折扣，上一秒还
是煎饼果子，下一秒镜头就切成了手抓饼，
让众多“吃货”情何以堪；生硬的广告植入，
让观众好不容易被激发的食欲，变成了吐
槽的底气。

在我看来，这部剧迎来观众“零好评”

的问题根源，恐怕还在于生搬硬套国外原
版的剧情，缺乏对我国国情和观众的基本

尊重。制作方以为拿到了“版权”，免去了被
指责抄袭的风险，就能全盘照抄，结果自然
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从该剧前两集来看，
“不接地气”是观众给出最多的评价。很多网
友纷纷给剧组献计献策，认为中国版的《深夜
食堂》应该是街头巷尾最有烟火气的大排档，
还有人贡献出许多暖心、鲜活的小故事：

我的深夜食堂是一个常去的大排档，
很便宜的大排档。有一天，隔壁桌坐下一对
衣着朴素整洁的父子，只要了一个肉片菜
汤，两碗米饭，一声不响地吃着。老父亲只
用汤兑米饭，把肉都给了年轻的儿子，儿子
又把肉夹回给他。老父亲不时抬头看看周
围的人，眼神黯淡。最后埋单二十五块，儿
子掏了好久才凑够。儿子说的唯一一句话
就是“我在这很好，我送你去火车站吧。”

你看，生活就是最好的剧本。

从刚播出的《深夜食堂》第六集《马克
的女儿》中，观众看到了一丝曙光，有影评
人表示：“没有突兀的广告植入，没有浮夸
造作的腔调，演员赵又廷在线的演技和小
演员自然真实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一个有
温度的故事。”但该剧播出的前三集为何让
人如此尴尬，后面的三十集又会是怎样的
质量，能否迎来口碑的逆袭，都要画上一个
问号。

近年来，国内影视行业制作的“两极

化”差异越来越明显。以《琅琊榜》《人民
的名义》《潜伏》等优秀影视作品为代表
的良心剧组，正在和频繁使用“抠图”“替
身”“对口型”、剧情弱智化、演技“面瘫化”

的“渣剧组”做对抗。每一部现象级影视作
品的出现，都能激起全民讨论的浪潮，但令
人尴尬的是，不少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仍在
占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我们并不缺具备审美能力的观众，每
一部良心佳作问世，都能获得高口碑、高收
视率的双重保证。好的作品总能抵达观众
的内心，而打开心门的观众自然会由衷报
以掌声和感动，向俯下身子的创作者致敬。

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赋予观众更
多的选择权，让他们除了用遥控器换台、在
网络上吐槽以外，有更多的方式能将劣质
影视作品驱逐出我们的电视屏幕。

当商业资本逐渐介入影视作品的制
作过程，有些剧组只看“大明星”、只看“大
IP”、只看大制作，却忽略了好剧本、好演
技、贴近百姓生活等好作品的根本。用这
种模式制作影视剧，自然容易遭嫌弃。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将生活作为
最好的剧本，将现实作为最好的参考，将人
民作为最好的表现对象，才能把国产影视
作品的口碑立起来，不至于发生更多“水土
不服”的尴尬。

《深夜食堂》为何让人“吃”得“水土不服”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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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湖北省利川市龙坪村 3 户
属于精准扶贫对象村民，因房屋破烂不堪被
纳入危房改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龙坪村党
支部书记何承章登门“邀功”，声称这是他努
力争取来的，现在需要每户交给他 320 元去
“打点”一下，否则他们的资格就会被取消。最
终，何承章因向贫困群众索要“打点费”，受到
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追缴违纪资金。(6 月
15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为干部群
众同心合力的国家行动，几千万贫困人口因
此告别了吃糠咽菜的贫苦生活。眼下，扶贫工
作进入攻坚阶段，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投入
不断增加，但一些贪腐“黑手”也伸向了贫困
户的“救命钱”。有数据为证：2016 年全国共
有 1892 人因在扶贫开发领域涉嫌职务犯罪
而被调查，与 2015 年同比上升 102 . 8% 。

手握国家真金白银的资金扶持，有些扶
贫干部不去仔细研究如何让扶贫资金精准入
户、帮扶到位，反而把其当成“唐僧肉”，处心
积虑地通过各种方式揩油——— 虚报套取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挪用扶贫工作经费发放手机
补助，向危房改造村民收取“跑腿费”等乱象
时有发生。而何承章索要“打点费”的行为，不
免让人想起市场上常见的“提成”“返点”，这
样的举动涉嫌违法违纪，更让贫困村民寒心。

脱贫攻坚事关重大，“何承章们”提醒我
们，面对扶贫领域“最后一公里”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对那些胆敢向扶贫对象伸手要钱的
人，必须拿出“牛刀杀鸡”的工作力度严肃查
处，绝不因“恶小”而不惩。

惩治腐败就是割除社会毒瘤，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向腐败宣战，向全
社会发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强烈信号。上至

查处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下至通报基层
腐败案例，都是“零容忍”的鲜明体现。这种
一以贯之的坚决态度，当然也适用于扶贫
领域。何承章从 3 户村民身上索取 900 多
元的“打点费”的事情，看起来金额不大，严
肃惩处的力度却丝毫不减。

当前，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
拔寨的冲刺期。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
大，剩下的大多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
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面临巨大的脱
贫压力，甚至可能有些难以预知的阻力。越
是在迎难而上的关键时刻，越需要扶贫队
伍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而扶贫腐败
无异于是在脱贫攻坚的上坡路上“撒钉子”，
既坑了需要帮助的对象，影响扶贫实效，又
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不能等闲视之。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腐必惩，方能产生

足够的震慑力，既割除现有的腐败毒瘤，也
警示其他心存侥幸的干部，把扶贫腐败扼
杀在萌芽的状态，实现“治未病”的目标。

要在精准扶贫中让腐败“见光死”，必
须推动扶贫资金阳光化、规范化运行，一定
要强化对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建
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一方面，要深入分析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的特点、手段、方法和易发多发的环节，
查找当前扶贫领域资金项目中存在的薄弱
环节和制度性漏洞，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只有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标本兼治，才能构
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群众在扶贫监督
方面的作用。以广东清远为例，去年 8 月开
始，当地推出了一批“扶贫开发廉政监督
员”，就切实增强了扶贫一线的社会监督力
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要冲在最基层、第
一线直接了解情况，掌握问题线索，以“精
准”监督促“精准”扶贫。唯有如此，脱贫成效
才能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住历史的检
验。

“公益、文化、原创，这才是电视
综艺节目生态的发展方向。”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 13 日
在第 23 届上海电视节开幕论坛上
如是说。

今年 6 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
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
指出，网络综艺节目、网络剧、网络
电影等要坚决反对天价追星、无聊
游戏、奢华盛宴等不良风气，避免助
长游戏人生心态和浮夸之风。

“无聊游戏”的提法赫然在列，
也显现出过去一段时间网上网下相
关问题的严重性。

最近几年，一些综艺节目打着
体育竞技、搞笑逗乐的旗号，靠几张
“明星脸”加相互恶作剧、嘲笑等所
谓的“游戏”取悦观众，进而博取收
视率和网络浏览量。还有一些节目
盲目高价引进海外的节目模式，忽
视价值观引领，缺乏对基本国情的
判断，最终把屏幕上的视觉和听觉
刺激，当成收视率和浏览量的“摇钱
树”。

而且，往往一档“无聊游戏”节
目火了，带动一批网上网下节目模
仿，“三俗”之风便扩大开来。这些综
艺节目的主干之一就是“无聊游
戏”，看上去成本不高，但实质上造
成了对影视制作播出资源的过多占
用，有的甚至是严重浪费。

无论是电视综艺还是网络综
艺，对“无聊游戏”说不，正在成为影
视节目制作方的一种共识。针对过
去几年一些“无聊游戏”占据电视屏
幕的现象，有关负责人表示，进入
2017 年已有所改观。

可以预见，随着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对网络视听节目加强管理、对
电视综艺的自主创新提出更高要
求，一批“无聊游戏”将从屏幕上被
迅速淘汰。

正如有关负责人在上海电视节
所介绍的，“引进模式冷下去，文化类节目热起来，公益元素多起
来。”这样才能真正通过影视综艺弘扬中国精神、更好地服务人
民，节目制作方才能真正攀上文艺繁荣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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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知华派”“知美派”
新华社记者柳丝

期待中美两国涌现更多的“知华派”和“知美派”，怀着“不患人之不

己知，患不知人也”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日益拓宽、深化、成熟

本报评论员李洪磊

扶贫腐败，无异于是在脱贫攻坚的上坡路上“撒钉子”，坑民害民，妨

碍扶贫实效，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决不能等闲视之

“没谈拢？”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4 年前，

听说旅游公司要在村里投资 2 . 2 亿
元打造旅游景区，胡玉龙兴奋地放
下刚起步的运输生意，回到老家贵
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
县的塘山村，准备在家搞运输的同
时开个农家乐。然而，因为跟村民的
土地流转价格没谈拢，老板撤资了，
景区设想从规划图纸上彻底消失。

漫画：曹一

有人将此事定义为“投资刚来，
村民就坐地起价”，其实并不合适。与
很多征地拆迁带领当地农民致富的成
功案例不同，这场“两败俱伤”的扶贫
背后，更多反映出扶贫项目准备不足、
急于上马的通病。缺乏有力的宣传、与
百姓深入地沟通、长效的扶贫机制，项
目怎能不失败？ 本栏编辑：刘晶瑶

近日，中美高端智库人士在美国艾奥瓦
州、纽约等地聚首，围绕海湖庄园会晤后的中
美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两国学者们还走进
田间地头，倾听各界声音，交流形式也更接地
气、更务实。

中美两国智库中研究彼此国家的专家大
都是“知美派”和“知华派”，他们对彼此国家的
认知能够对两国政府和民间的相互认知产生
重大影响。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缩小，
中美在加强彼此合作的同时，更需要增进理
解，扩大共识。长期以来，众多的“知华派”和“知
美派”，在中美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为推动中
美关系健康发展献言献策。

说起美国的“知华派”，早期有斯诺、费正

清，此后有史景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如今
也有兰普顿、沈大伟、李侃如等一众大腕。同样
地，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后，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到美国求学、访问、工作，产生了一批又
一批“知美派”。

“知华派”和“知美派”人士对中美关系稳
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
么中美建交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美国战
略家布热津斯基近期的离世，让中美各界在
哀悼之余更加惋惜，慨叹“最懂中国的美国
‘老干部’走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前常务副
国务卿佐利克曾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有一位
愿意花时间思考和研究美中关系的“知华派”

高官来为美中关系把握方向。

国与国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
系。当今时代，民意越来越成为影响两国关
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中美两国关系要发展得
好，民众间的深入了解至关重要。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4 月的最新民
调显示，过去一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
度改善了 7% ，44% 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
好感。但仍有美国网友问出“中国有高速公
路吗”这样的问题，可见美国许多民众对中
国现状缺乏基本的了解。而皮尤研究中心
去年底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美国有
复杂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有 50% 的中国人
对美国有好感，另一方面 52% 的受访者认
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发展壮大。

这个时候，“知华派”和“知美派”在社会
层面积极引导民意，将推动两国人民增进理
解，不断壮大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就像美
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
所写：“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
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
些……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人类首要利
益的唯一方法。”

今天，每天平均 1.4 万人往来中美之间，
2016年全年两国人员来往超过 500万人次。每
一个人往来于中美之间的人，其实都是增进中
美认识和了解的媒介，也都能够成为为中美关
系大厦添砖加瓦的“知华派”和“知美派”。

在 4 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
平主席发出了“未来之问”——— 中美关系今后
45 年如何发展？期待中美两国涌现更多的“知
华派”和“知美派”，怀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
不知人也”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日益拓宽、
深化、成熟。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原本是办喜事，不料却发生了伴娘从四楼坠下的意外。广东
佛山顺德区均安镇沙浦村一对年轻人结婚，在接新娘的过程中，
发生了伴娘从四楼坠下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该村一位老者表
示，这次只是一个意外，他们会提醒村里的年轻人，以后结婚仪
式时不要闹得太过火。(6 月 15 日《广州日报》)

说到婚闹，其实古已有之，有学者考证发现汉朝就出现了婚
闹。“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
为者，汉时即已有之。”无论婚闹还是闹婚，这里的“闹”，原本有
热闹之意。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既烘托气氛，还可增添喜庆，
何乐而不为？

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婚闹变了味，“宣淫佚于广众之
中，显阴私于新族之间”。在一些地方，闹起来没有分寸，失去
了控制，仿佛不闹个天翻地覆就没有氛围，不把伴娘折腾得
七荤八素就不过瘾似的。更有甚者，一些人以婚闹之名，行猥
亵之实。占了伴娘的便宜还理直气壮，让伴娘有苦说不出、有
怒不敢发。

除了频频涉及猥亵，一些婚闹还出现闹得不欢而散，甚至闹
出人命的事情。即便不出人命，但以整人为目的的婚闹，违背公
序良俗，也不值得提倡。尽管婚闹是习俗，但无数事实证明，婚闹
已变为陋俗，即便不废除也须改造。改造的标尺有两把，一是不
能背弃法治精神，像那些涉嫌猥亵的行为必须禁止，如果有人
以身试法就应该被依法严惩；二是不能违反公序良俗，比如让
男方父亲戴帽游街，即便初衷再好，当事人接受这种方式，也
让人觉得怪异，毕竟这种方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移风易俗，并不容易，在不
少地方，婚闹俨然成了保留节目。但是再难改也需要推进，以道
德倡导，用法律规范，特别是举办婚礼的人将“丑话”说在前头，
就能起到作用。只要法律硬起来，别顾虑人情而放过违法行为；
只要全社会明辨是非，守住底线，不适应现代文明的婚闹就会越
来越少，直至绝迹。

“闹婚”恶俗何时休

秦淮川

6 月 7 日晚，南京师范大学大三女生程小纯，在微信公众号
上打着“今年江苏高考满分作文出现，快来围观”的旗号，策划、
操作发表了文章《人生如路，快上车吧！》，被广泛转载。这个乌龙
因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回应真相大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
大学生表示，“如果能重来，我不会再起这么耸人听闻的标题。我
们没有炒作，我们也不是营销号，没有一分钱的利益。”(6 月 15
日《现代快报》)

这篇假满分作文是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发出来的。现在的新
媒体有其两面性，是把双刃剑。好的一面是，新媒体的出现确实
丰富了传播生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信息传播和接收的
方式；坏的一面则是，个别新媒体缺乏必要的把关，造成标题党、
新闻失实等乱象泛滥。

从新闻属性讲，只要具有媒体属性，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主流
媒体，都应恪守基本的新闻规律和新闻底线。可在现实生活中，
个别新媒体根本无视新闻底线，经常做一些越界和过火的事情。

标题党成了“传播公害”，新闻造假更是踩到伦理底线。而那
些造成严重后果的新媒体乱象，却只见投机者从中牟利，少有人
为造假承担责任。长此以往，更是纵容了新媒体传播乱象的滋
生。正所谓“正气充盈则邪气不生”，对那些靠标题党、新闻造假
起家的公号必须有所惩戒，不能任由其无序发展。

假满分作文不能止于证伪

乔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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