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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馨

国庆档最热电影《长津湖》票房已
经突破49亿元，打破多项影史纪录，主
演吴京也因此超越沈腾成为内地影史票
房第一人。本该值得欢呼，但却夹杂了
一些别样的言论，部分网友认为电影有
如此票房全靠“爱国红利”，主演吴京
应该将票房收入捐出，用于支援国家建
设。

随后，网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份“倡
议书”，称《长津湖》主演吴京及剧组
应将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志愿军老战士。
对此，大部分网友还是较为理性，直接
谴责上述言论，认为是典型的“道德绑
架”，不能让慈善变了味道。

“被逼捐”，对吴京来说，已经不
是第一次。2017年8月，《战狼2》票房
大卖，迄今仍居中国电影票房榜首。当

月8日，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 . 0级
地震，吴京发微博为灾区祈福，便有网
友在其微博下留言，要求捐款。当时，
吴京并未立刻作出回应。后来据媒体报
道，吴京早就私下捐款100万元，纷争
才渐渐止息。

近年来，吴京已经被贴上了“爱国
演员”的标签，他在《战狼2》《金刚
川》《攀登者》等主旋律电影中扮演的
角色已深入人心。更有网友P图，制作
吴京的“爱国表情包”，用来显示自己
的立场，回怼一切疑似不爱国的人或
事。当演员形象与一种价值观绑定时，
部分网友便对其本人和作品产生了一种
认知错位。吴京出演主旋律电影，成为
某些人口中的“做爱国生意”“发爱国
财”。

这不光是对演员本人的误解，也
是对电影属性的认知割裂。爱国本无

罪，出演主旋律电影让更多人走近历
史、感受爱国精神，也是承担社会责
任的一种体现，但为此给演员强加一
些不必要的义务，就超出了责任的范
畴。况且，因为一部电影走进影院，
在电影中收获情感共鸣，恰恰说明了
这部电影在艺术制作上的成功之处，
并非功利所能主导。

电影也属于商业行为，是工业化制
作的产品。据出品方透露，《长津湖》
投资规模达2亿美元，制作规模超7万群
众演员和工作人员，拍摄历时2 0 0多
天，创造了影片规模和制作的先例。将
票房全数捐出的言论，无疑与电影商业
逻辑背道而驰。按此说法，是否所有爱
国电影就得分文不取，才是真正的“不
发爱国财”？

如果再往深处探究一番，会发现所
谓“逼捐”，还有更多复杂的心理因素

介入。比如，有的人认为，是否捐款、
捐多捐少，尤其在灾害面前，已经成为
衡量公众人物社会责任的重要尺度，吴
京只是其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案例；有的
人把“营销”理念移植过来，认为捐款
多少要与咖位、流量相符，以至于捐款
方也在暗中较量，捐款数额频上热搜，
成了一种变相的营销手段；还有的人只
是为了发泄情绪，因为对当前演艺圈频
频爆出劣迹艺人、天价片酬等不良现象
不满，于是把“逼捐”“比捐”当成了
情绪转嫁的一个出口。

但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以向善
名义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或施加网络暴
力的原因。慈善本是一方净土，容纳向
善之人播撒爱心的种子。捐与不捐，本
身就是自愿，这不仅是常理，也有法可
依。逼捐于道德不容，于法律也不容，
切勿为之。

□ 卢昱

近日，一首《暮年》被“打假”
了。此诗的全文是：“你我暮年，闲坐
庭院，云卷云舒听雨声，星密星稀赏月
影。花开花落忆江南。你话往时，我画
往事。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
头。”

这首标榜作者为“杜甫”的诗词，
在多个网络平台广为传播。有好事者给
它贴上“最美最甜古诗”的标签，并解
读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中各种美好事
物的喜爱以及对未来的希望。随后有专
家、网友纷纷打假，指出这首诗系伪
造，与杜甫毫无关系。在一些短视频平
台搜索此诗，也有“请勿假古人之名，
博今之流量，请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
温馨提示。

仔细咂摸这首诗，感觉像刚泡好的
方便面，热气腾腾，但却营养匮乏，倒
是颇对一些好事者吟风弄月的脾胃。从
源、流两端分析造假全过程，或许能让
大众对此类文化领域的造假更心明眼
亮。

与器物造假类似，文化中的软造
假，也透着世俗的真意：有人为图乐
呵，在炫技的同时忽悠别人，寻得有
趣；有人别有用心，为了眼球、流量，
制造噱头，挂羊头卖狗肉，背后“跑马
圈地”，想赚些名利。

此类造假，大都有两个特点：其
一，瞄准名气大的人下手。这一手段，
由来已久。在明朝时，不法书商便将当
朝诗人的诗词东挪西凑，伪造出来一位
唐代诗人——— 牟融。这些所谓的牟融
诗，已由学者在明诗中全部找出。直到

今天，鲁迅、张爱玲、莫言等名人也常
被各类“鸡汤文”冠名。鲁迅博物馆干
脆做了一套在线检索系统，来对付打着
鲁迅先生旗号的各种造假，被网友戏称
“鲁迅语录搜索引擎”。

再就是造假者往往吞云吐雾，言之
凿凿、信誓旦旦，一系列说法还可自成
体系。比如有人承包了一片荒山，伪造
了诸多远古石刻，请专家解读，还编造
了一段段民间传说，出了一套研究丛
书，大肆宣传，只为在此落地某文旅项
目；还有人为了追求利益，围绕某种技
艺，编造了一段完整的传承故事，水平
虽低劣，可忽悠观众绰绰有余。

造假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定伴随着
一部分受众内心极大的期许。文化造假
在某种程度上映照了部分人浮躁、求利
的心态。在消费主义流行的年代，一些

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于是开
始崇洋、跟风、慕名，造假者便很好地
利用了这种心理。无论是讲个故事，还
是出一本书，只要傍上名人，顿时好评
如潮。

更值得提防的是一些人的文化感知
力、判断力在持续下降。在互联网浪潮
中，知识的传播门槛在逐步降低，获取
渠道也更多带有迎合、取悦色彩，动一
动手指、抬一抬眼珠便从短视频中咀嚼
到了裹着蜜的“知识”。这些真真假假
的知识，看完后大多“水过地皮湿”，
并未转化成思考，遑论积淀出思辨的力
量。

通往真理的路遥远、艰难，想走捷
径往往要付出代价。面对文化中的乱
象，我们更应像鲁迅先生所说“运用脑
髓，放出眼光”，多多挑刺。

□ 泉子

《说文解字》记载：“媛，美女
也，人所援也。”“名媛”原意指有名
的美女，亦指名门闺秀。但在今天的互
联网环境下，“名媛”的门槛儿不断降
低，逐渐成为网红的代名词。随着各路
“妖魔”你方唱罢我登场，“名媛”早
已称不上褒义词。依靠“拼单”营造光
鲜生活的“上海名媛们”，让这一特殊
群体着实“火了一把”。眼下，不甘寂
寞的“名媛”又摊上了事儿。“佛媛”
“雪媛”“支教媛”被纷纷起底，遭到
痛批，相关微博、短视频账号遭到封
禁。对此，不少人长舒一口气——— 闹哄
哄的“名媛圈”终于清静点儿了。

“媛”得多种多样，大抵因为“名
媛圈”在持续内卷。当拼单豪华下午茶
的把戏糊弄不了眼睛雪亮的观众，被流
水线式培训造出的“名媛”迫于“转
型”的压力，努力将目光投向更加宽广
的领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名媛
圈的进一步分化。借助网络自媒体平台
和大数据个性化推送的快车，宗教、运
动、公益、社会责任等最能吸引网民关

注的词条，成为名媛转型道路上的财富
密码。于是乎出现了在佛门净地衣着暴
露、大打擦边球的“佛媛”；在滑雪场
身穿运动内衣、抱着滑雪板凹造型的
“雪媛”；穿礼服逛菜市场，拍完照把
菜直接扔垃圾桶的“菜媛”；被单纯的
山区孩子围绕、将支教当成镀金手段的
“支教媛”“公益媛”等等。佐之姣好
的面容、苗条的身材和与世无争的神
态，转型“成功”的“名媛”成功吸引
到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
同受教育程度的网民的关注。

狐狸终究会露出尾巴，转型后的
“名媛们”并不具备必要的文化素质，
很难驾驭所背负的人设。“雪媛”不懂
如何滑雪，只知道要“努力”在零下
38℃的雪场拍照；“佛媛”不懂怎样礼
佛，闹出了在抄写经文时颠倒前后顺序
的笑话；“支教媛”不打算教给孩子们
什么知识，只对丰富自己的简历情有独
钟。因此有网友调侃：“名媛的竞争不
在于个人能力，也不在于身体素质，而
在于谁能拍出最美丽的照片。”

所谓“名媛转型”，变化的只是自
我包装的手段，实现流量变现才是不变

的内核。当精心营造的人设站稳了脚
跟，“名媛”在明面上继续着自己的表
演，却在私下里一改大方知性、淡泊名
利的风范，处心积虑地将积累的人气和
热度转化为实际收益。带货，就是实现
这惊险一跃的最简单、最常见方法。再
仔细看，“佛媛”展示给大众的文案看
似句句“不食人间烟火”，但照片却张
张不离世俗。在她们飘飘的仙气背后，
不是慢饮清茶、焚香礼拜、临摹经书时
的怡然自得，而是四处兜售商品的火急
火燎。她们声称的高档用品，成本仅仅
几十元钱，售价却动辄成百上千。与买
家相遇随缘，赚钱可是一点儿也不能
“随缘”。互联网的尽头是带货，各式
名媛的套路似乎能在商业的逻辑下得到
解释。但这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行为，
利用了人们的敬畏与善意，不惜以占用
社会公共资源，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为代
价，消磨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若
任由其发展，无疑会对互联网生态造成
严重的消极影响。

日前，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发表谈
话认为，所谓“佛媛”，是指运用“礼
佛”“抄经”的佛教元素进行摆拍，营

造人设赚取网络流量，进行商业营销的
网红。对“佛媛”身份的判定，也揭示
了“名媛”的本质，她们与炫富享乐、
炮制热点、无底线“审丑”的泛娱乐化
网红，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她
们自我包装和营销的手段更加高明，将
自己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掩藏得更加隐
蔽。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具备相应
修养和学识的网红，仅仅凭借“名媛”
的捷径，就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欲望，
明摆着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正如某网络平台所提示的：“做真
实的自己，才会被人长久喜爱。请对虚
假人设、借机营销行为说不。”想要真
正净化网络空间，撕下名媛的虚假人
设，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自
媒体人，在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政策的前
提下，应当树立更加符合大众文化的形
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要。同时，除了继续加强自媒体从业
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更要压紧压实直
播平台的管理责任、主管主办责任和主
体责任，从源头上切断虚假文化、低俗
文化的传播途径，把“名媛们”用来招
摇撞骗的“假人设”彻底粉碎。

莫让慈善变了味

心明眼亮防造假

□ 朱子钰

10月10日，国际奢侈品牌PRADA
与上海菜市场乌中市集跨界联名活动落
下帷幕。人气博主们晒出的精美照片数
不胜数，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拥有
千篇一律的审美角度：背靠PRADA大
LOGO，手上捧着用品牌定制花纹纸包
裹的瓜果蔬菜，再配上各种姿势……充
满烟火气的菜市场瞬间化身时髦精的
“打卡点”。

本是一场品牌与菜市场双赢的营
销，没承想，现实版买椟还珠却在上
演：一名女子捧着“PRADA芹菜”拍
完照后，转身走出菜场，直接把芹菜丢
进路边的垃圾车里，令人咋舌。离谱行
为的背后不免生出几分悲凉，快闪活动
可能是想让以“外卖为生”的年轻人多
“关心粮食和蔬菜”。但年轻人瞄准的

却是，在菜市场消费几十元就能得到的
PRADA纸袋及其包装纸，食为民天的
粮食远远比不上PRADA的符号意义。
难以理解的丢芹菜要袋子行为，在一个
被高度符号化的菜市场、在鲍德里亚这
里变成了本能。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描绘的消费
社会，人们更多的不是对物品的使用价
值有所需求，而是对商品所被赋予的意
义以及意义的差异有所需求。现代商品
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使用价值上面，
而是体现在其作为“符号”所承载的社
会意义上。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主
角一句“时尚并不是为了实用性”，可
不正是消费社会的生动注脚。穿梭于
PRADA菜市场的时尚大咖，买一把菠
菜拍20分钟“大片”，再通过社交平台
发出，就营造出了高水准生活。同样难
以置信的是，“闲鱼”还有不少卖家，

以60元每个的价格出售PRADA纸袋
子，下一任买家购买能继续“凹造
型”。一夜之间，仿佛PRADA符号把
人 与 人 之 间 做 了 区 分 ， “ 拥 有 了
PRADA纸袋”的“买菜”行为就变
“高端”了，能够给他们带来“奢侈
品”消费的快感。

但菜市场与时尚恰恰相反，它连
接着民生，几根葱、一把菜、一块
肉，不是别的，是老百姓的“菜篮
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从种子破土萌发到端上餐桌，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粮食绝对不应是
PRADA奢侈品符号的附属品，某些网
红本末倒置的炫耀性消费与活动所宣
扬的人间烟火气格格不入。作为“最
不可或缺民生基础设施”和“城市烟
火气的存在”，不管如何升级和营
销，菜市场的本质属性还是便民服

务，承载着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价
值。物美价廉、干净卫生、童叟无
欺、诚信经营永远是题中之义。

乌中市集方曾在采访中透露，据不
完全统计，活动期间乌中市集的日均客
流量可达7000人次，而日常日均客流量
只比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稍稍再多一
些，营业额也有数倍的增长。一场快闪
营销活动，给菜市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
人流，也为菜市场的功能属性扩展带来
了新的思考方向。但它又像一面“照妖
镜”，照出不少荒唐行径，侧面反映出
一些消费者不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
向。不管矛头指向何方，在买菜这件事
上，我们始终坚持认为，它不应该被奢
侈品符号绑架，回归真实生活才是真
理。不仅如此，菜市场注重的是“里
子”而不是“面子”；民众也需要真正
建立起珍惜粮食、爱惜资源的意识。

买菜不应被“绑架”

当心“名媛”的假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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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博会成果丰硕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宋莹 汪思思 报道

本报讯 据大数据统计，9月底在临沂国际博

览中心圆满落幕的第二届山东体育用品博览会，开

展3天登记入场专业采购商1 . 66万人，现场人流近4

万人次，签订订单及意向订单4亿元，签约项目合

同投资额38 . 04亿元，外汇投资额3000万美元，可谓

收获颇丰。本次体博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体

育产业转型，发挥了展会的倍增作用，带动了住

宿、餐饮、运输、通信、旅游、贸易等相关产业，

有效扩大了内需，推动了体育消费扩容提质，为全

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山东体育消费夜经济

再“补”446万元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报道

本报讯 日前，由省体育局主办的2021第二届

山东省体育消费夜经济盛典暨第二届山东省体育消

费券发放活动(第二阶段)在济南融创茂西广场启

动。据了解，该阶段计划发放政府补贴446万元，

涵盖体育场馆服务业、体育培训业、体育用品零售

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五大类体育

行业，近200家体育消费券合作单位参与活动。

我省百万职工健康跑启动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许金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省总工会、省体育总会主

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承办的“献礼百年·百万

职工健康跑”线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本

次活动将持续30天，职工可通过“齐鲁工惠”APP

及小程序线上报名，每天完成8000步即可线上打

卡。

我省广播体操大赛正式启动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1年山东省广播体操大赛线

上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广播体操历

史回顾、16市广播体操代表队风采展示、老中青同

做广播体操等视频，宣布2021年山东省广播体操大

赛正式启动。

日照半程马拉松举行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1活力日照半程马拉松举

行。2021活力日照半程马拉松在延续前四年金牌服

务的基础上，打造线上线下同步参赛新模式，让全

国各地的马拉松粉丝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共享“日

马”盛宴。

全国职工乒乓球大赛

省总工会代表队凯旋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许金 报道

本报讯 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2021年全国职

工乒乓球大赛10月15日在北京落幕，来自全国各地

的31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山东

省总工会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一举夺得男子

青年组冠军、女子中年组冠军及混合团体第五名的

好成绩。

淄博市老年人运动会闭幕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宓家峰 白志刚 报道

本报讯 10月17日，由淄博市体育局、淄博市

体育总会主办，淄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淄川区教

育和体育局、淄川区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淄川区老

年人体育协会承办，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淄川区将军路街道协办的淄博市第七届老年人

运动会闭幕式在淄川体育公园举行。据悉，淄博市

第七届老年人运动会历时5个月，千余名运动员参

加了14个项目的比赛。

威海100家爱心驿站

完成授牌并投入使用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茹婉儿 报道

本报讯 近期，威海体彩100家爱心驿站正式

投入使用，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借伞、免费饮水、

免费歇脚、急救药箱、手机充电、指路引导等志愿

服务。建设“体彩爱心驿站”是体彩威海分中心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而广泛开展的便民志愿服务活

动。

菏泽体彩分中心党支部
到双报到社区

走访慰问高龄老人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王丹 报道

本报讯 10月14日，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山

东省扬善仁体彩慈善基金会与菏泽体彩分中心党支

部联合开展“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慰问走访

活动，菏泽体彩分中心党支部组织干部职工代表来

到双报到社区牡丹区南城街道程堤口社区，为养老

院和社区高龄老人送去了花生油、大米、牛奶等慰

问品和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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