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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泉子

  又到婚庆季，“职业伴娘”成了
一个上热搜榜的新兴职业。在社交平
台和搜索引擎上以“伴娘”为关键词
进行检索，类似“伴娘出租”“职业
伴娘”的大量内容赫然在目。  
  点进词条发现，帖子内容丰富、
分类明确，不仅有经验分享、互动求
助，还有衍生出的妆容教程、交流话
术。有“出租”意向的用户发布个人
的相关信息，包罗万象，乍一看还以
为是进了相亲网站。她们纷纷注明：
“一切遵从新娘要求”“根据需要安
排发型”，标注的价格大多为几百元
到千元不等。
  作为传统婚俗中的一个重要角
色，旧有观念中伴娘是由新娘的未婚
朋友、家人或同事等关系较为亲密的

女性担任，意在传递幸福，也在无形
中加深亲情和友情。如今，把伴娘冠
上“职业”二字，还做成了生意，其
实也免去了一份麻烦。对于将要迈入
婚姻殿堂的新人来说，不必纠结因选
谁不选谁“得罪”了人，也不会因伴
娘当天要做的工作太多而欠了人情。
更何况，一旦成了职业，就得专业，
客户对伴娘从外貌到属相甚至是学历
都有不少要求，要做到既给足了娘家
面子又不抢婚礼的风头……想当好伴
娘，做有竞争力的伴娘，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有人认为，职业伴娘让神圣的婚
礼流于形式、越来越假。也有人认
为，职业伴娘的走热，是国民经济水
平提高，居民的生活方式、消费结
构、文化观念发生较大改变的一种体
现。新新职业并不仅有职业伴娘这一

种，还有因有趣好玩而火爆的职业如
游戏捏脸师、汉服造型师；极富创意
灵光一闪产生的绘梦师、极光守护师
等，这其实也是特定服务产品供需双
方的双向奔赴。倘若只用历史眼光去
看这些新事物，或许会丧失对新生事
物发展趋势的一种客观合理判断。谁
又能料定，职业伴娘这样的职业，未
来不能成为婚庆产业市场上一个重要
的服务板块？
  目前来看，职业伴娘这个领域还
有太多的不确定。不少从业人员、兼
职人员都是一对一接单、网上接单，
导致了小、散、乱的情况存在，即便
依托平台和圈子甚至公司，也存在营
业资质、合同履责、收费标准、售后
处理、从业人员素质把关等一系列的
环节需要明晰捋顺。如果不厘清，就
有可能出现执业标准不明确、秩序缺

少规范，滋生坐地起价、合同纠纷、
恶劣婚俗闹伴娘等一系列问题。职业
伴娘这个职业，不仅发展前景可能失
去走向欣欣向荣的可能，甚至沦为淘
宝买家秀代拍员、微博数据打榜控评
人、小红书虚假“种草”软文写手
之流。
  对职业伴娘这样的新兴职业，不
能抱着新职业长久不了的侥幸心理听
之任之，相关部门应主动作为，摸排
调查，收集信息，规范职业运营流程
及手续，依法出台有效的执法措施；
市场监管部门要对从业者专业素养进
行考核，发放相关上岗证明和营业执
照；新兴从业者也应依法依规创新创
业，拒绝“剑走偏锋”，远离“铤而
走险”。唯有加大规范力度，避免野
蛮生长，才能促使其成长生机勃勃，
有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

“职业伴娘”的前景

  □ 朱子钰

  过去的一段时间，一只蠢萌的黄
色小鸭子刷屏社交平台，成为当之无
愧的新晋网红。这是肯德基与宝可梦
联名推出的六一儿童节套餐赠送的玩
具——— 可达鸭。购买69 元到 109 元不
等的套餐即可随机获得一款宝可梦联
名玩具，包括皮卡丘音乐盒以及水
壶、手提箱等周边产品。可能连肯德
基也没想到，走红的竟然是知名度远
没有皮卡丘高的可达鸭。网友戏称，
朋友圈好友只有两种人，有可达鸭的
和还没买到的。
  人们被可达鸭击中的是它的萌
态，这几乎迎合了当下“萌文化”的
审美风向。魔幻的舞蹈动作配上动感

的背景音乐，可达鸭挥动的双臂被网
友 贴 上 了 两 张 纸 ， 一 张 写 着 “ 报
告”，一张写着“想出去玩”，憨态
可掬的形象令人捧腹，视频点击量迅
速破万。网友纷纷就可达鸭的舞蹈动
作开展二次创作，表达自我感受。
  于是，网络视频中可达鸭被贴上
了各种文案，有的甚至被穿上衣服，
装扮成各种造型。就如热门评论总结
的，可达鸭对大人来说刚刚好———
“卖萌”本是一种孩童行为，而成年
人在可达鸭身上找到了童趣、用二次
创作表达并未磨灭的童心。他们的喜
爱，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年轻的心态，
正是“萌文化”至今繁荣的生命力
所在。
  实际上，这并不是肯德基第一次

推出可达鸭玩具，往年的可达鸭并未
引起大众关注。某种程度上，今年可
达鸭意外走红与青年思想和价值观的
改变有关。在动画片中，可达鸭“笨
笨的”，平时经常头痛，这使它总是
忘记事情，性格也比较迟钝，常常无
法正确理解主人的指令。网友在可达
鸭二创视频中贴上了各种搞怪文案，
如“快点上号”“禁止摆烂”等，借
此释放出内心的压力。某种程度上，
可达鸭的性格特质与成年人的情感表
达实现了统一，他们借可达鸭的形象
表现自身的情绪特点，不管是开心还
是自嘲，以达到标榜自身的作用。
  另外，肯德基限量加限定的措
施，让可达鸭获得了稀缺性。物以稀
为贵，可达鸭的爆火更是理所当然。

不过，在饥饿营销下，似乎每一个玩
偶都难逃被“炒价”的命运。线下产
生了肯德基套餐代吃、代购的产业
链，可达鸭的二手价格炒到了千元以
上。网络上还产生了一个新词汇“可
达鸭衍生经济”——— 网友用可达鸭拍
视频赚钱、有偿手工制作可达鸭的衣
服和饰品、指导维修可达鸭……一系
列项目五花八门。 
  可达鸭的“被宠爱”，已经达到
了“天花板”级别，大火之下应该被
提醒：可达鸭是一只具有文化价值的
玩偶，对它的宠爱可以理解，但要提
防走向极端。如果把对它的追捧建立
在食物浪费、过度花费金钱的基础之
上，就会适得其反，透支的是可达鸭
的美好形象。

可达鸭为何走红

  □ 李梦馨

  网络文学苦盗版久矣。以笔趣阁
为代表的盗文网站屡禁不绝。近日，
中国版权协会、 20 家网络作协、 12 个
网文平台、 522 名网文作家多方联手，
共同发起反盗版倡议。
  中国版权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
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与发展报告》显
示，2021 年，中国网络文学盗版损失
规模为62亿元，同比上升2 . 8%，保守
估计已侵占网络文学产业17 . 3% 的市
场份额。盗版月活用户量4371 万，占在
线阅读用户量的14 . 1%。如此市场规模，
已证明网络文学受盗版侵害之深。
  盗版网站并不是等小说完结之后
再盗，而是趁着热乎劲儿，这边小说

作者刚发好新的连载文章，那边盗文
网站上已经同步更新。这种盗文现象
的泛滥，最直接的危害是导致作者收
入减少，打击创作热情。而在读者那
里，盗版得不到有效治理的结果是盗
版网站反而“声名鹊起”，只知笔趣
阁而不知晋江起点，盗版网站大有形
成招牌之意。
  盗版网文久治不愈的症结在哪
里？报告同时指出了盗版侵权的“三
座大山”，即盗版平台、搜索引擎和
应用市场。在网上搜索小说名字，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盗版网站，往下滑动
或翻页之后，才能看到正版网站的站
点。此外，应用市场审核存在漏洞，
管控力量弱，即便投诉多次，盗版
App仍然排在前列。

  用一句话概括盗版网文猖獗的源
头，就是“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
高”。如今，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
盗版的成本越来越低。此前，笔趣阁
的原始网站已被封，但其开源代码已
被公开，一时间又涌现出各种版本的
笔趣阁，被网友戏称，一个笔趣阁倒
下，又有千千万万笔趣阁起来。另一
方面，由于盗版网文的侵权行为比较
分散，维权过程往往坎坷，这也导致
作者的维权意愿不高。有数据显示，
在遭遇过侵权的创作者中，仅 32 . 1%
的创作者有过维权行动，45 . 5% 的创
作者选择放弃维权。
  盗版之所以有市场，归根结底还
是读者没有完全培养起付费习惯。强
化读者的版权意识，尊重网文创作者

的劳动，养成付费阅读的习惯，自然
是根治盗版的前提，但这需要长期的
努力，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值得欣
慰的是，多方数据显示，用户的付费
意识正在强化，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从短期来看，要想盗版网文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仍然得仰仗法律和制
度他律的规约。首先，要增强现有法
律对网络技术环境的适用性，避免违
法者有漏洞可钻。盗版网文，皆为利
益驱使而兴，从这个角度来说，增强
处罚力度，以提高违法的成本，也能
给予违法者以沉重打击。互联网时
代，渠道的角色愈加凸显，斩断盗版
网文的利益链，必须强化搜索引擎、
应用市场的主体责任，从渠道处拦截
盗版网文的入口，让流量无处可去。

斩断盗版网文的利益链

　　□ 卢昱

　　六一儿童节刚过，网友对经典儿
歌的讨论再次热闹起来。看一下小朋
友们的歌单，传唱甚广的多是“上了
年纪”的作品，如《两只老虎》《小
兔子乖乖》《小燕子》《让我们荡起
双桨》……而近年来能够广为传唱的
新经典儿歌屈指可数，多数少年儿童
的日常歌单被网络流行音乐取代。新
老如此青黄不接，网友质疑：新经典
儿歌身在何处？
　　有业内人士也频频指出原因：一
方面，一些专业院校毕业的青年作曲
家主要致力于交响乐、民乐的创作，
鲜少接触儿童音乐的创作；另一方
面，随着老一辈优秀儿歌创作者的相
继辞世或老去，愿意从事儿歌创作和
传播的艺术家及发行单位逐渐流失。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人更愿意

把精力投入到受众广、传播速度快、
收入高的流行歌曲的创作上，对儿歌
的创作与传播缺乏热情。
　　尽管有不少有识之士奔走疾呼，
儿童音乐创作事业依旧未能形成规
模、实现持续性发展。尤其在互联网
流量大潮的冲击下，很多孩子学会了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想要和你
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爸爸）挣
得多，花得少，剩菜剩饭他全包”“爷
爷他最疼我，要什么他都给”等口号
化歌词。经典需要时间来认证，而当
下想让新经典儿歌扎堆出现，难度较
大，揠苗助长反而徒劳无功。
　　既然现实如此，不如想办法处理
好新老经典存量与增量间的关系。依
托数量与质量皆优的经典老歌曲目
库，找到流行媒介，依靠互联网潮流
的惯性，让经典儿歌重生；同时，还
能为文化的传承起到参照和引领作

用，为新经典的诞生培养土壤。
　　当然，让经典儿歌重生是一门
“瓷器活”，需要有情怀、能坚持的
音乐人参与其中。这些人要了解儿歌
创作、编曲原理，要懂得儿童启蒙时
期的演奏程度与兴趣所向，要寓教于
乐、抓住经典儿歌的价值精髓。比如
可以将经典儿歌移植于电子管风琴上
并稍加改编，活用电子管风琴脚键盘
演奏，将一些歌曲改编成和声色彩的
音 乐 风 格 ， 贴 近 孩 子 活 泼 好 动 的
天性。
　　华夏大地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童
谣，如野花般盛开在农耕时代的田野
里。这个宝库，更能够为少年儿童提
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以齐鲁童谣
为例，早在三十多年前，学者山曼先
生就编纂过《山东民间童谣》等书
籍。正如山曼先生所指，童谣不是为
创作而创作的产物，它是“实用”的

产物，它的流传不是靠书本，而是靠
口传。在传播的现场，童谣与当时当
地的山水、树木、村庄、房屋、动
物、器物、天气、人的心情、生动的
气氛融为一体，一举手、一投足都是
那样自然、协调。
　　在我国不同地区都有着充满浓郁
地方特色的优秀民间儿歌，而且伴随
儿童不同阶段的成长，还有游戏歌、
数数歌、连锁调、问答歌、绕口令、
颠倒歌、谜语歌、字头歌、节气歌等
多种常伴儿童身边的儿歌形式，它们
或增长知识、或训练语言、或愉悦精
神、或宣泄情感，对儿童成长起着其
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这
更像一口民间智慧的深井，可以反哺
当下的儿歌创作，让更多文艺创作者
沉下心、俯下身、热爱儿童、走近儿
童，经历开掘、沉淀、发酵之后，催
生新的经典儿歌。

新经典儿歌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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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田径世锦赛选拔赛

我省刘诗颖、冯彬双双折桂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 2022 年中国田径协会投掷项

群通讯赛暨尤金世锦赛选拔赛在各队伍驻训基地举
行。东京奥运会冠军、我省运动员刘诗颖和十四运
冠军冯彬分别获得了女子标枪和女子铁饼项目的
金牌。

赛艇世界杯贝尔格莱德站

山东队员夺得3银3铜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王磊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正在海外征战的山东水军传来

捷报。在贝尔格莱德结束的赛艇世界杯上，山东运
动员张德常、于雯、鲁诗雨、孙凤娇、吕文丽、刘
威、刘晓鑫代表中国队出战，夺得3银3铜。

国家乒乓球队

威海南海新区开展备战集训
隔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日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一行抵达威海

南海新区，展开新一周期的备战集训。中国乒乓球协
会主席刘国梁、国乒男队主教练秦志戬、女队主教练
李隼等教练员，以及马龙、樊振东、陈梦、孙颖莎、
王曼昱等主力队员皆随队抵达。今年3月，在全年首
场重磅赛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新加坡大满
贯赛上，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包揽五冠。此次来威
海南海新区备战集训，老将新兵都将锤炼本领，锻造
更加强大的队伍，续写国乒辉煌。

省体育局列入

省禁毒委成员单位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陈洋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印发文件通

知，省体育局正式列为山东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
位。省体育局列为山东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为
将反兴奋剂宣传教育纳入禁毒总体宣传部署和依法
打击兴奋剂违规违法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策
依据。后续工作中，省体育局将按照要求及时向省
禁毒委报告兴奋剂管制情况，密切协同其他禁毒委
成员单位，严查兴奋剂源头、流通和违规销售等环
节，维护山东体育净土。

“乐行春秋”2022

线上线下网路健步走开赛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开锋 王剑 张晓磊 报道
本报讯 6 月 1 日，“乐行春秋”2022 线上线

下网路健步走比赛正式开赛。“乐行春秋”线上线
下网路健步走比赛始于2019 年。赛事最鲜明的特
点就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积极推动体育
科技创新，将线下传统赛事活动与线上赛事活动有
机结合。特别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体育
赛事活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情况下，通过举
办线上线下网路健步走比赛，为积极应对疫情，引
领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注入了新活力，深受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和赞誉。

省第八届职工运动会

全健排舞比赛在临沂举行
隔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6 月 1 日至 2 日，山东省第八届职工

运动会全健排舞比赛在临沂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大剧
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市、行业和大企业的24 支代
表队汇聚一堂，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临沂市
代表队、山东港口代表队、济南市代表队分获冠亚
季军。全健排舞比赛是山东省第八届职工运动会首
个比赛项目，标志着本届职工运动会各项赛事将全
面展开。

王晗出任山东高速

男篮主教练
隔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6 月3 日宣布，

聘请王晗担任俱乐部男篮主教练，他将在端午假期
后报到，开启新赛季备战工作。

第五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

助力齐鲁文化推广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第五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华东

大区赛决赛圆满落下帷幕。在本次赛事中，王者荣
耀携手山东博物馆以“烈火百炼锻王者”为主题，
济南华侨城欢乐荟的国家宝藏丨奇妙剧场中，为选
手和观众们打造了一场连接现代科技和齐鲁传统艺
术的电竞盛宴。

山东体彩举办庆“六一”系列

爱心助学公益活动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报道
本报讯 播种希望，筑梦未来。为庆祝“六

一”国际儿童节，山东体彩各市分中心举办了一系
列爱心助学公益活动，通过捐赠体育器材、学习用
品、慰问金，捐建“体彩爱心书屋”等方式，不遗
余力支持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积极贡献体彩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