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有着近200年历史的上

海本土戏曲沪剧，今年将举办首个沪

剧艺术节。2月28日至3月7日，“ 上海

的声音” 首届上海沪剧艺术节将在

奉贤举行，汇聚全市7家沪剧院团的

演出阵容将轮番献演沪剧经典。

此次沪剧艺术节的所有剧目都在

作为郊区的奉贤演出。这也可以说是

“ 沪剧回娘家”传统的继续。201 3年，

上海沪剧院恢复沪剧“ 回娘家”活动，

让市郊观众新年在家门口看到喜爱的

沪剧，过了一把“ 社戏”瘾。沪剧艺术

节堪称是“ 沪剧回娘家”的升级版。

此次沪剧艺术节汇集了上海目前

几乎所有的沪剧团，包括上海沪剧院、

宝山沪剧团、长宁沪剧团三大国有院

团和勤苑沪剧团、勤怡沪剧团、文慧沪

剧团、彩芳沪剧团等民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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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购销、大型节目演出，有

些单位设备采购多是单一来源，有些

不进行招投标程序⋯⋯面对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领域的腐败问题，中纪委

委员、中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近日点出影视

业等领域的“ 潜规则”，表示今年将

在此基础上深入调查，并同时制定约

束机制，这一表态引起了各方关注。

影视剧购销存猫腻
“ 影视剧购销”就是李秋芳指出的

一个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一位演出

经纪公司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有国有

制作单位和机构通过给编辑、演职人

员虚报高额制作费和报酬的情况，一

些人暗地里得以牟利。中纪委曾通报

201 4年广电部门一名电视剧审查员在

负责电视剧审批工作期间，帮助多部

电视剧通过审核，借此受贿30余万元。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投资的影片

中，制作方为在片中“ 挂职”的当地领

导变相发劳务费的现象也常有发生。

卫星节目落地缺乏规范
卫视频道上星后，要与地方有线电

视运营商进行议价，由运营商接收节目

才能完成落地。“ 甲卫星节目想在乙省

落地，就要和乙省有线电视运营商商讨

价钱，之后才能入驻本地。”重庆市文

化广播电视局一位人士表示，卫星节目

落地这一块交易非常特殊，带有半垄断

性质，议价过程很少有人知道。

由于有线电视各地独自管理，全

国一地一价没统一标准，落地费收取

从几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双方议价

中搞回扣、进行贪腐的空间很大。

设备采购设置指定门槛
影视行业专业性强，设备采购方

面有一定门槛，并非“ 想进就能进”。

相关部门采购时会明确要求使

用特定的设备、要求指定供应商，甚

至以此为借口裁撤公开招标程序。

“ 设备采购说是公开招标，但是订单

最终给谁还是靠拍板者来定。”天津

一位曾参与当地电视台采购招标的

供应商说。

安徽省检察院今年1 月发布消息

称，安徽广播电视台服务中心原主任

宋晓峰因涉嫌受贿被逮捕。经查，宋

晓峰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进度及质

量监管、工程款的审批拨付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

广告经营回扣开路门道多
“ 一个广告，能不能播、哪个台

播、哪个时段播、回扣多少？里面门道

很多。”业内人士指出，有些电视台广

告中心的广告制作费用抬得很高，就

常有内部人帮客户在外面找广告代

理吃回扣。

201 2年，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

台）广播电视广告经营中心原副主任

何勇走上被告席，据检方指控，这个

中层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在广告经营

中贪腐近1 000万元。

两大约束制度将制定出台
针对影视业等相关领域的“ 潜规

则”，李秋芳明确表示去年纪检派驻

机构已“ 探底调研”，并将逐个领域

去抠，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巡视

监督来予以防范。李秋芳指出，201 5

年中纪委将制定《 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从业人员廉洁行为规定》，同时将

发动下属社团签订《 自律公约》，两

者结合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行业发

展环境。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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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网信办的《 互

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简称

“ 昵称十条”）在作家中引起震动。有

人认为，长期以来发生在文坛的“ 李

鬼”对于“ 李逵”的骚扰终于可以平

息了。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微博和

微信上冒用名家之名注册的账号确

已泛滥。而“ 昵称十条”由于责罚过

轻，究竟能否遏制此风，尚有待观察。

微信上有100个“ 莫言”公众号
这个将于201 5年3月1 日实行的

“ 昵称十条”，主要对现在网络上取名

的乱象进行了规范。提出网上昵称不

准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

团结、侮辱诽谤他人。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规定“ 对冒用、关联机构或社

会名人注册账号名称的，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应当注销其账号，并向互

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报告”。

巧的是，也就在“ 昵称十条”出

台前几天，著名作家徐坤刚刚抱怨过

自己的名字被冒用了。在短短半年之

内，先后出现了两个叫“ 作家徐坤”

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公众号不仅使用

徐坤之名，还用她的头像。其中一个

经常转发心灵鸡汤文章，第二个则经

常发布原创文章。更让徐坤忍无可忍

的是，徐坤向微信后台投诉，迟迟得

不到回复。她又给“ 李鬼版”的“ 作

家徐坤”留言，指出冒用的事实，没想

到却被“ 拉黑”。

徐坤看到两个“ 作家徐坤”就忍

不住要抱怨了。可是更有不少名家对

此见怪不怪。青年报记者在微信上搜

索，发现以“ 莫言”命名的微信公众

号就有1 00个。而微博上的“ 莫言”则

多达600个。这些账号每天打着名家

的招牌发布各种奇谈怪论，让人以为

名家们都疯了。当然还有做其他事情

的。比如就有人注册了一个叫“ 贾平

凹”的微博（ 贾平凹本人从来都是拒

绝电脑打字的），然后给贾平凹的朋

友发私信借钱，幸好被人识破。

难怪有人戏称，现在的网络是

“ 李鬼”比“ 李逵”多，“ 李鬼”当道。

剿灭“ 李鬼”不容易
文坛“ 李鬼”之所以在网上肆无

忌惮到这种地步，与名家们无力反抗

有很大关系。正如徐坤所遭遇的，投

诉无用，想质问几句还被“ 拉黑”。最

后索性任由其去了。所以此次“ 昵称

十条”出台，让一些作家颇为欣喜，觉

得打败“ 李鬼”指日可待。

但似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 昵称十条”只是规定如果冒用社会

名人注册账号名称的，“ 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应当注销其账号，并向互

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报告”。长期

关注互联网的作家王宁对青年报记

者说，如果“ 李鬼”被注销账户，那他

完全可以再开一个账户，“ 在没有实

行注册实名制之前，现在网上最不值

钱就是账户。”而且现在山寨版账户

出现了很多变体，比如将“ 作家莫

言”变成了“ 作傢莫言”，将“ 贾平

凹”变成“ 贾平娃”等。如此一来，就

不能被称为冒用。但又很容易给人造

成错觉。

王宁说，要彻底剿灭“ 李鬼”，最

有效的办法还是实行网络注册实名

制。这样一旦出现冒牌货，就能进行

追溯。

影视业贪腐“ 潜规则”知多少？

□王璐
汇聚了陆毅、白百何的青春励志

偶像剧《 长大》近日正在东方卫视和

天津卫视播出。不过收视率差强人意，

长期徘徊第六第七的位子。

另一面，该剧在业界却收获了一

众的好评，甚至在一向苛刻狠毒的豆

瓣豆友中都收获了“ 71”分的高分，

堪称国产剧的业界良心。那么问题来

了：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化的表现。

“ 医疗剧! 医生 们 的 爱 情 故

事。”“ 请不要在爱情剧里面加播医

疗成分”。以上是聪慧的网友给国产

医疗剧下的定义。给出这样犀利的定

义，无外乎是因为被医疗剧的各种雷

点雷得外焦里嫩。之前挂着“ 9%生

理盐水”的医疗剧，一次次消费着观

众对于国产医疗剧的信心，也难怪

大家会先验性地给医疗剧打上了雷

剧的印记。

在这一点上，该剧专业性几乎没

有硬伤。片中出现的心脏复苏、环甲

膜切除术等均属平日里的常规医学，

以及骨头内脏清晰的微观特效，还颇

有科普性。此外，人物故事设置方面，

感情线穿插其中，却又没有喧宾夺

主。恰如其分地体现，“ 励志，长大”

主题。

近年来，越吐槽收视就越高涨似

乎已成收视铁律。看看，《 武媚娘传

奇》、《 何以笙箫默》拖沓臃肿的剧情

被吐槽，浮夸面瘫的演技被吐槽，但

是这口水般的吐槽，反而把这两部剧

推向收视和观注度的高峰。《 武媚娘

传奇》甚至创造了省级卫视十年来最

高收视纪录。豪华数据后面，是剧评

人和专业人士对市场和观众口味的

不解和无奈。

“ 醒醒吧，不要高估了广大掌握

遥控器受众群体对电视剧的审美。”

还是这句话醍醐灌顶。这个时代我们

有最容易被取悦的观众，也有最难被

讨好的观众。或许以收视率来评论剧

集好坏本身就有失偏颇，有时现实就

是各种无奈和不解，套用一句台词：

总有一款剧集适合您。

国家规定网络账号不得冒用名家之名

网络“ 李鬼”的末日来了

国产剧无槽点就无人看

200年沪剧迎来首个沪剧艺术节

《 长大》究竟如何见仁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