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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先从德，要建设风清气正的

文艺生态，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除

掉文娱行业的经年顽疾。

近年来，文化领域和娱乐行业出

现“饭圈”文化、“唯流量论”等不良现

象，部分拥有超高流量的影视明星因

为各种原因“人设崩塌”，甚至触及法

律红线。2021 年 5 月 8 日，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 2021 年“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发布会上，“饭圈”乱象正式

列入治理重点。6 月 15 日，中央网信

办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饭

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12 月，中央

网信办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视频会议，

部署开展“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

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清朗”行动

过程中，打击网络水军、流量造假，整

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等八项重

点工作的开展，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

新气象。

去年，电影界也掀起了“弘扬清风

正气 追求德艺双馨”的热潮，呼吁广

大电影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持崇德尚艺、立德修身，追

求德艺双馨，承担引领时代风尚的社

会责任，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的新时代电影人。

中国影协副主席、电影界职业道

德建设委员会委员喇培康认为，电影

工作者、“流量明星”在社会上有着很

大的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给他

们带来了很多红利。因此就更加需要

他们严于律己，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

是年轻人做出表率。

前 不 久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就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举行新闻发布会。2022 年“清朗·MCN
机构信息内容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包

含了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算法综合治

理，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

等内容。

数据显示，2021 年，国家网信办部

署开展“饭圈”乱象整治、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专项治理等 15 项“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2200 万余条，处置账号 13.4 亿个，封禁

主播 7200 余名，下架应用程序、小程

序 2160 余款，关闭网站 3200 余家。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表示，本年度“清朗”行动跟影视行

业相关的，可能更多在于流量造假和网

络“水军”部分。经过持续治理，现在

的数据造假、流量造假问题其实已经得

到一定缓解。各大平台的数据都越来

越透明可查。但是网络水军采用的新

方式层出不穷，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他直言，现阶段，遏制水军之间互

相攻击、谩骂是有可能的，但要杜绝难

度很大。尹鸿表示，我们还要更多地

研究规则，而且要把监督日常化，包括

惩罚规则、处理规则的制定，以及标准

的一致化。我之所以一直强调法制

化、法规化管理，是因为只有在法治的

情况下，才能做到相对一致和统一。

“如果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

平台而异，那么执行起来的成本会非

常高。只要不断摸索经验，调整措施，

相信网络平台能在保持创新活力、用

户活跃的同时，走上健康有序的道

路。”尹鸿说。

◎“清朗”行动为中国电影行业带来新气象

本报讯 连日来，甘肃省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甘肃民族语译制中心在省广电

总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扎实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形成了上下协同、密切协作的强

大抗疫合力。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民译中心译

配人员实行轮岗制进行电影译制，第一季

度顺利完成了 2022年国家电影局下发的

《如何应对校园暴力》、《环保侠之节能低

碳从我做起》等 10 部科教片，《攀登者》、

《我和我的父辈》等8部故事片的安多藏语

译制任务。民族语译制是一项多人、多部

门协作配合的工作，大家上下一心，积极

投入到译制工作中，促成广大藏族同胞更

早更快观看到最新国产电影藏语版。

此外，按照相关工作要求，该中心近

期组建了一支专业队伍开展《甘肃新闻》

藏语版的译制。《甘肃新闻》藏语版的译

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需求，有

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为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宣传，拓展涉藏

地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能让甘肃藏族群

众及时了解到本省时政新闻、权威发布和

政策解读等重要信息。

未来，甘肃民族语译制中心将充分

发挥省级主流媒体的公益职责，为民族

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花花）

本报讯 由江西、广东、江苏、四川四省

联袂打造，王兴东担任艺术监制、编剧，雷

献禾总导演，卢奇联合导演，卢奇、于慧领

衔主演，刘金田担任历史顾问，张志忠担

任监制，张勇担任总制片，黄平担任制片

人的重大革命题材人物传记电影《邓小平

小道》日前发布终极海报，大部分主要角

色悉数亮相，强烈的年代感把观众迅速带

进那个特殊年代。

处于终极海报突出位置的邓小平面

色深凝，眉眼坚定，既显示出他对民生疾

苦的深切关怀，又显示出他对崇高信仰的

执着坚守。卓琳（于慧 饰）右手抚脸，仿佛

正要拭泪，表现了她对“老邓”和子女们的

担心；邓朴方（张译文 饰）面露愁容，内心

坚定；黄干事（何建泽 饰）面容紧绷，时刻

在履行监管责任。厂长罗朋、车间主任陶

端缙、车间女工程红杏等也各自呈现出不

同神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强烈的年代

感扑面而来。

影片自 2021 年 10 月点映以来，好评

如潮，收获了专家学者的大量赞誉和肯

定。曾经担任过邓小平同志翻译的复旦

大学教授张维也对角色形象给予了高度

评价：“演员卢奇扮演的邓小平很传神，很

好地再现了小平同志这种坚毅豁达的性

格，基本上走进了小平的内心世界，所以

这一次不仅是形似，而且是神似。”

2020年 10月，本片开启超前点映，全

国各地40余万幸运观众抢鲜观影，第一波

观众对影片给予充分肯定：“服化道非常

真实，人物感情很真挚，让我们触摸到那

个年代。”“老党员邓小平在逆境中对信仰

的坚守，让我们感受到强大的精神伟力”；

“影片非常感人，催人泪下。‘想得开、挺得

住’是我们面对困境的通关密码，非常推

荐给年轻人和小朋友去看”；“这类影片的

成功上映，是我们文化的又一次大进

步”……

据悉，该片将于4月22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由爱奇艺影业出品，黄明升执导，

任贤齐、任达华、方中信、谭耀文、吴卓羲等领

衔主演的动作悬疑电影《边缘行者》4月15在

中国大陆地区院线上映。据片方日前透露，

该片已经落实在全球其他市场的上映计划,
首轮公映地区包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新加坡(4月 15日)，马来西亚、汶莱(4
月21日)及中国台湾地区(5月6日)，后续也将

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及日韩、东南亚和全球

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开发行。

《边缘行者》讲述了香港回归前夕特殊时

代背景下，警方通过卧底调查黑帮贩毒，揭露

惊天政治阴谋的故事。 （影子）

本报讯 4月 14日，电影《古董局中局》发

布新版定档海报，确定将于 4 月 21 日在中国

香港地区上映。

在《古董局中局》中，雷佳音、辛芷蕾与李

现等人上演了一出鉴宝、夺宝的大戏，葛优的

客串加盟更是增添不少笑料。

《古董局中局》曾于2021年12月3日在中

国内地上映，最终获得4.3亿元票房成绩。不

少影迷在微博留言期待能在香港看到这部国

产佳作。 （花花）

本报讯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于 4
月21日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影院、美

容院、体育中心、娱乐场所、宗教场所、主题公

园等都可重开，但有人数限制，不超过处所的

容纳量一半，除部分情况，所有人在处所内要

戴口罩；限聚令放宽至 4人；解除禁止跨家庭

聚会。

特区政府表示，在符合接种疫苗要求下，

影院可恢复放映内饮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目前单日新增确诊宗数

虽然下降至相对低的水平，但绝对数字仍属

高位。呼吁市民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社交距

离措施、做好个人卫生，以及尽快接种疫苗。

（影子）

薪火相传，再续华章。近几年，很

多青年演员都在大银幕上成功塑造出

有温度、有质感、有内涵的人物形象。

例如演员易烊千玺在《少年的你》、《送

你一朵小红花》中奉献了精彩的演出，

兼具隐忍、沉稳与热血，极富感染力，

演员彭昱畅出演了《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

冠》、《革命者》、《燃野少年的天空》等

多部影片，充满青春气息，演技愈发成

熟；演员杜江在《烈火英雄》、《中国机

长》、《我和我的祖国》中塑造了众多形

象鲜明的角色，引发观众共鸣；演员刘

浩存一经“出道”便惊艳众人，在《送你

一朵小红花》、《悬崖之上》、《四海》中

多次奉献精彩演出；演员张一山在《守

岛人》、《古田军号》、《血战湘江》中挑

战了不同类型的角色，导演陈力对他赞

誉有加，并呼吁青年演员更多地参与主

旋律电影的拍摄。

青年演员杜江表示，表演要靠实

力，名声要靠德艺。演员还是要靠作品

说话，珍惜作品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

样，努力拍摄好作品，塑造好形象，无愧

于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

同时，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一定

要迈上“德艺双馨”的正道，不能辜负党

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青年演员佟丽娅在“文艺界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做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座谈会上表示，从老艺术家们

身上我看到了很多闪光的精神品质、看

到了榜样的力量，无形中对自己的提升

很大。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角色在

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赋予角色真实的

魅力，这样的‘真实’来源于人民，文艺

工作者就应该始终和人民群众连结在

一起。”佟丽娅说。

《边缘行者》
发布全球上映计划

《古董局中局》将在中国香港上映

疫情防控、影片译制两不误
——甘肃民译中心第一季度工作再上新台阶

《邓小平小道》发布终极海报

香港地区影院4月21日起重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