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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苗族村民一起做黄粑尧 聊家
常袁 祝福他们 野日子越过越幸福甜
美冶曰在生鲜超市察看春节前市场供
应尧年货供销尧物价运行等情况袁亲
切询问大家年货备齐没有曰 走入基
层社区袁 指出要让社区成为居民最
放心尧 最安心的港湾噎噎新春佳节
即将到来之际袁 习近平总书记赴贵
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袁 强调各
地区各部门要做好就地过年的服务
保障工作袁 让群众过一个特别而又
温馨的春节遥

牵挂殷殷袁情意切切遥 春节前夕
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袁 是习近平
总书记每年的一项重要活动遥 从野瘠
苦甲于天下冶 的甘肃定西到内蒙古
阿尔山哨所袁 从陕西梁家河窑洞到
四川大凉山腹地袁 从北京老城胡同
到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噎噎总书
记察民情尧访民意袁行程万里袁人民
至上遥 群众日子过得怎么样钥 生意好
不好钥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得如何钥 春
节期间野菜篮子冶野米袋子冶野果盘子冶
的供应能否跟得上钥 习近平总书记
行之所至袁言之所及袁思之所向袁无
不关乎人民袁 彰显着大国领袖的人
民情怀尧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遥

今年的春节袁注定不同寻常遥 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袁野当前外

防输入尧内防反弹任务仍然艰巨遥 为
减少疫情传播风险袁 提倡就地过
年遥 冶全国上下袁就地过年的倡议一
经发出袁 广大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袁积极响应号召袁以实际行动
助力春节防疫大局曰 很多人改变返
乡计划袁 有的甚至选择继续坚守工
作岗位袁畅想着野等春暖花开袁再和
家人一起团聚冶遥 正所谓野不是不想
家袁是想为大家冶袁人们响应就地过
年的号召袁某种意义上也是舍小家尧
为大家袁 是在用个人和家庭的付出
为防疫大局添砖加瓦遥 这份有责任
有担当的守望袁 让今年这个特别的
春节袁有了更为特别的内涵尧更值得
铭记的记忆遥

一个特别而又温馨的春节袁如
果说野特别冶反映的是疫情防控的客
观现实袁那么野温馨冶则是可以努力
的目标遥 如何确保身处异乡也能感
受到温馨的节日氛围钥 在北京袁市属
公园免费开放袁2021 年度北京惠民
文化消费电子券尧 冰雪公益体验券
发放提前启动曰在上海长宁袁选择留
沪过年的外卖小哥袁收到了写有野你
是这个城市最靓的仔冶的工作照袁还
将享受工会提供的通信补贴尧 健康
医疗补贴尧影音娱乐礼包等野新年礼
包冶曰在江苏泗阳袁学校精心设置野视

频见面会冶野家访计划表冶袁关爱留守
儿童袁 想方设法满足无法返乡的父
母与孩子渴望团圆的诉求遥 一系列
务实举措袁既有力度也有温度袁让就
地过年者暖心袁让在家过年者顺心袁
让人们在不断提升的获得感中切实
感受到野此心安处是吾乡冶遥

一个特别而又温馨的春节袁呈
现着特别的野年味冶遥 在中国传统文
化里袁 春节本来就是一个感受家国
情怀的时间节点遥 在这个春节袁习近
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袁
各地各单位推出一系列防疫情尧保
民生的务实行动袁 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这是国家对人民
的呵护曰在这个春节袁无数人支持防
疫大局袁就地过年尧文明过节蔚为风
尚袁展现出家国一体尧家国同心的力
量袁这是人民对国家的担当遥 这样一
种家国情怀袁 既是春节最为深厚的
文化意蕴袁 更是中国战胜各种风险
挑战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遥

2021 年袁我们进入野十四五冶时
期袁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遥 进一步巩固拓展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袁
继续齐心协力干尧加油好好干袁我们
定能干成一番新事业袁 干出一片新
天地浴

由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制定发布的叶演出行业
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
办法曳 将于下月起试行遥
其中明确规定院野根据演
艺人员违反从业规范情
节轻重及危害程度袁分别
实施 1 年尧3 年尧5 年和永
久等不同程度的行业联
合抵制曰协同其他行业组
织 实 施 跨 行 业 联 合 惩
戒遥 冶

其实袁 早在 2014 年袁
监管部门就明确要求袁不
得邀请有吸毒尧嫖娼等违
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遥 此后袁有
关部门一再强调袁广播电
视邀请嘉宾应坚持野四个
绝对不用冶标准袁基本堵
死了野劣迹艺人冶复出之
路遥特别是那些存在吸毒尧
嫖娼等行为的演艺人员袁
不仅被监管部门逐出舞
台袁 还被观众抛弃袁 彻底
野凉凉冶遥

不同于观众排斥和监
管约束袁这次对野劣迹艺
人冶来说袁是行业规范遥 这
是演出行业协会的权利袁
也是责任遥 应当看到袁这
个行业规范有强大的约束
力袁 绝不是表表态而已遥
一旦演艺人员有劣迹袁不
等舆论和监管部门出手袁
行业协会就要 野清理门
户冶袁 轻则被抵制 1 年袁重
则被永久抵制袁也就是说
性质极其恶劣者袁等于告
别了演艺行业遥 自古以
来袁来自业内的抵制和管
束都有极大威力袁不容小
觑遥

这个行业规范都有哪
些内容钥 如何明确边界袁
免得演艺人员进退失据钥
管理办法中规定得很细
致袁操作性较强袁具体提到
了 15 个野不得冶遥 比如袁不得在营业性演出中
以假唱尧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袁不得利用
人体缺陷尧或者以展示人体变异等方式招徕
观众袁 不得违反广告代言相关法律法规袁或
以虚假宣传尧引人误解的方式欺骗尧误导消
费者遥 这些规定深得人心袁一旦得到落实袁既
是对舆论关切的回应袁也为相关艺人敲响警
钟遥

规定再好袁贴地而行才有意义遥 怎么落
实钥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邀请尧组织处于联合抵制期内的演艺人
员参与演出行业各类活动袁也不得为其提供
其他宣传尧推介等便利遥 其他相关平台也有
责任响应袁比如广电媒体和社交平台等遥 毋
庸讳言袁一些艺人尽管劣迹斑斑袁但依然过
得风生水起袁原因就在于一些平台在流量思
维支配下袁置禁令而不顾袁将有劣迹的艺人
奉为座上宾袁在消费野劣迹艺人冶的同时也在
消费自己的形象遥

需要厘清的是袁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
野劣迹艺人冶并不是只顾抵制袁更不是不讲道
理地抵制袁而是很有分寸感遥 情节不重的袁批
评教育即可袁 或取消参与行业各类相关评
比尧表彰尧奖励尧资助等资格遥 事实上袁有些艺
人犯的错很轻微袁改过自新了完全有权利继
续活跃在演艺舞台遥 但是袁犯了原则性错误袁
特别是违法犯罪了袁再想回到舞台上袁就很
难了遥

野艺人管理有据可依袁 劣迹惩罚有章
可循袁行业自律有约同心遥 冶出台行业规
范袁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袁违规情节与
惩戒措施相适应袁正是对演艺人员负责遥
而演艺人员更需要对自己负责袁 毕竟成
才不易袁从业不易袁在艺术上有所作为更
不易袁 一旦出了差池很容易毁掉事业前
程遥 勤修为袁知行止袁越是名气大越爱惜
羽毛袁 才能拥有更为丰饶而灿烂的艺术
人生遥

甘肃嘉峪关院

火红的日子

浓郁的年味
2021 年 2 月 6

日袁 甘肃省嘉峪关
市新城镇新城村正
逢春节前最后一个
大集袁 来自四面八
方的父老乡亲携亲
带 友 赶 集 置 办 年
货袁一派热闹景象袁
处处弥漫着浓郁年
味儿遥

马玉福摄

打造野云游博物馆冶活动袁让人
们在野云端冶就能感受中华文明的厚
重曰上线野微课堂冶袁解析牛年的年
俗文化曰 推出创意十足的文创产
品袁让消费者在选购新年礼物时有
了别样选择噎噎春节将至袁 各地博
物馆精心准备袁为广大市民送上一
道道节日 野文化大餐冶遥 精彩的活
动袁有趣的产品袁让厚重的博物馆
更加亲切袁让文化遗产野飞入寻常
百姓家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一个博物
院就是一所大学校遥 冶文物承载灿烂
文明袁 传承历史文化袁 维系民族精
神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袁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厚滋养遥 一件件青铜玉器袁一片片竹
简木牍袁不只是见证历史的藏品袁更
是滋养文化血脉的野甘泉冶遥 与千百
年来遗存下来的文物野对话冶袁不仅
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袁 也能让更
多人触摸历史脉搏尧感知文化魅力尧

增强文化自信遥 正因此袁我们理应发
挥好博物馆的野大学校冶作用袁让文
化遗产融入日常生活遥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遥 从简单陈
列袁 到讲好文物背后生动可感的故
事袁从实体办展袁到利用数字技术打
破时空界限袁正是因为不断创新袁才
让博物馆和观众越来越近遥 期待各
地博物馆坚持守正出新袁 让更多人
与优质文化资源相遇袁 让传统文化
更好地浸润当代生活遥

让群众过一个
特别而又温馨的春节

阴彭 飞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阴尹双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