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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力量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古往今
来袁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尧有
影响袁不是靠穷兵黩武袁不是靠对外扩
张袁 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
吸引力冶遥 中华文化跨越时空尧富有永
恒魅力袁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遥 今天袁
我们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袁
把中华文化的理念和精神传承好尧发
扬好遥 特别是在对外交流中袁要充分展
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袁 以文
载道尧以文传声尧以文化人袁向世界展
现更为丰富多彩尧 生动立体的中国形
象遥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现代
社会充分展现出来袁 需要让其从历史
中野走出来冶野活起来冶袁成为人们可触
可感的文化形态袁融入人们的生活袁走
进人们的心坎遥 为此袁要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让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尧 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走

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袁 创新发展人们喜
闻乐见尧易于传播的文化产品袁给人们
带来身心愉悦和审美享受遥

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袁 要充分发
掘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遥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院野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
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
容袁 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
发扬袁赋予其新的涵义遥 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哲学思想尧 人文
精神尧道德理念等袁在今天仍有重要借
鉴意义遥 比如袁大道之行尧天下为公的
大同理想袁道法自然尧天人合一的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袁野和羹之美袁 在于
合异冶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袁野天行健袁
君子以自强不息冶 的担当和拼搏精神
等遥 我们要着重挖掘和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袁 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袁 让其在当今时
代展现更深远的意义尧 发挥更大的作
用遥

让中华文化增强 野近者悦尧 远者

来冶的感召力袁需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的基
础上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袁在交流
中绽放中华文化的夺目光彩袁 使中华
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尧
取长补短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袁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遥 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袁
通过开展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袁 既让世
界从文化上了解中国袁 也让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在情感上认同中国遥 政府间
的交往尧 机构间的合作尧 学者间的研
讨尧民众间的互动袁都是开展文化交流
的渠道袁 都能从不同侧面展现中华文
化魅力遥 让世界了解和认同中国袁需要
不断拓展交往层面尧 丰富交流渠道遥
野美人之美尧美美与共冶的文化包容性袁
正是中华文化感召力的重要体现遥 我
们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袁 积极
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袁
加强交流合作袁推动文明对话袁促进文
化交流袁 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
献遥 张垒

随着一幅长 500 厘米尧宽 26 厘米
的唐经卷轴缓缓展开袁 规整的小楷映
入眼帘袁 文化的厚重跃然纸上要要要国
家一级文物 叶金光明最胜王经坚牢地
神品第十八曳袁 曾被盗 16 年袁 几经辗
转尧数易其手袁不久前被成功追回遥

文物承载文明尧传承文化袁是不可
再生的珍贵遗产遥 打击盗卖文物犯罪
活动袁 是保护文物安全的重要工作之
一遥 福建漳州野11窑23冶系列盗捞海底沉
船文物案尧浙江杭州临安野3窑24冶系列
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案尧陕西咸阳野1窑
16冶 系列盗掘古塔地宫古墓葬案噎噎
近年来袁 一件件重大文物案件成功侦
破袁鼓舞人心遥 特别是 2017 年以来袁公
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连续 4 年开展打
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袁 累计侦破案件
7900 余起袁 抓获犯罪分子 8600 余名袁
追回大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遥
向盗卖文物犯罪亮剑尧 为文明传承护
航袁有利于筑牢保护文物安全的防线遥

保护文物袁功在当代尧利在千秋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袁

对提升文物保护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遥
中办国办印发的 叶关于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曳强调野建立文物
安全长效机制冶遥 公安部与国家文物局
不断完善 野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联合
长效工作机制冶袁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
心研发的野中国被盗渊丢失冤文物信息
发布平台冶自上线后持续发挥作用遥 实
践证明袁 着力强化法治保障尧 安全防
护袁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尧 创新方式方
法袁 才能更好地从根源上减少并防范
盗卖文物犯罪发生遥

打击盗卖文物犯罪袁 要针对犯罪
活动新特点袁提升能力水平遥 当前袁盗
卖文物犯罪呈现出职业化尧网络化尧链
条化趋势遥 从一些案件来看袁犯罪分子
反侦查意识强袁作案手段不断升级曰越
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邀约
结伙作案袁交流文物信息尧购买作案工
具尧鉴定文物并进行非法交易袁存在着
野分工明确尧责任清晰冶的黑色产业链遥
这给打击盗卖文物犯罪工作带来了新
挑战袁 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
段袁大力加强专业力量建设袁坚持打防

并重袁实现全链条打击遥
打击盗卖文物犯罪袁 要健全联防

联 控 机 制 袁 形 成 整 体 合 力 遥 在
野2004.12.13冶 四川省图书馆文物被盗
案中袁四川文物部门通过日常监测袁发
现了文物重现拍卖市场的线索袁 后经
公安机关核查并与文物部门协作袁将
文物撤拍尧暂扣袁及时制止了文物再转
手尧再流失遥 实践表明袁公安机关尧文物
主管部门尧文保单位等袁建立起信息通
畅尧反应迅速尧处置快速的工作机制袁
对精确掌握文物动向尧 精准打击盗卖
文物犯罪大有裨益遥 同时袁还应注重发
挥群防群治力量袁鼓励群众在发现尧举
报和制止盗卖文物犯罪尧 提供破案线
索等方面发挥作用袁 共筑保护文物的
铜墙铁壁遥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需要久久为
功尧善作善成遥 拿出更坚定的决心尧更
有力的举措袁让法律保障实起来袁让打
击文物犯罪高效起来袁 守住文物保护
的红线尧底线和生命线袁我们就一定能
提高文物保护水平袁 更好维护国家利
益尧群众福祉遥 张天培

针对网上不良粉丝
文化等问题袁 中央网信
办尧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等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
度袁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袁
督促网站平台规范和引
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遥
专项整治主要围绕明星
榜单尧热门话题尧粉丝社
群尧互动评论等环节袁深
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
违规和不良信息遥目前袁
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
息 15 万余条袁处置违规
账号 4000 余个袁关闭问
题群组 1300 余个遥

今年 6 月袁 中央网
信办启动野清朗耶饭圈爷
乱象整治冶专项行动遥行
动期间关闭解散一批诱
导集资尧造谣攻击尧侵犯
隐私等影响恶劣的账
号尧群组袁从严处置野饭
圈冶 职业黑粉尧 恶意营
销尧 网络水军等违法违
规账号袁 从重处置纵容
乱象尧 屡教不改的网站
平台遥

近年来袁 伴随着文
化娱乐产业的发达和媒
介渠道的拓宽袁 以青少
年为主体的粉丝群体尧
粉丝文化现象受到人们
的关注遥 粉丝群体活动
既有蓬勃向上的一面袁
同时袁也存在无序尧失序
乃至无视社会规范等现象遥 粉丝的盲目
追捧袁源自光环效应的巨大影响袁将偶
像野孤立的优点冶扩大成了野全面的优
点冶袁 难免导致选择性失察尧 无条件崇
拜袁粉丝文化似乎走向畸形遥

7 月 31 日袁北京警方通报袁某加拿
大华裔明星因涉嫌强奸被刑拘遥 通报一
出袁该明星的粉丝圈野炸了锅冶袁甚至扬
言创建组织进行所谓野集体营救冶活动遥
近年来袁娱乐圈出现极端饭圈文化遥 极
端现象让追星变了味袁 价值观失了准袁
公序良俗和社会伦理也被抛到了脑后袁
有些已经涉嫌违法遥 殊不知袁真正喜欢
自己偶像的粉丝袁不是无原则地跟着一
起错袁而是要用自己独立的人格欣赏和
保护另一个独立的人格――对了就一
起鼓与呼袁错了就坦诚地批评与纠正遥

粉丝文化不能杂草丛生袁需要社会
力量帮助除一除草袁施一施肥遥 一方面袁
粉丝要拒绝畸形的饭圈文化尧 理智追
星袁 更要去追积极阳光尧 富有内涵的
野星冶遥 比如正在奥运赛场上的健儿袁青
年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粉丝袁去野追一追冶
他们那股拼劲袁野追一追冶他们那份爱国
情遥 另一方面袁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袁要带
着粉丝向着野正能量冶的方向行走袁有的
明星鼓励粉丝多读书尧读好书袁使阅读
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习惯曰有的明星
带动粉丝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袁使传统文
化被年轻群体熟知和传播等等遥 互联网
是个野扩音器冶袁公众人物在网上的三言
两语袁就可能会掀起蝴蝶效应般的巨大
影响遥 一个长期占据粉丝注意力的偶
像袁可以挡住一个人的开阔视野使其失
去自我袁也可以为其打开一扇大门去认
识世界袁关键要看他有无道德责任心和
社会使命感遥

互联网是个信息的野集散地冶袁既做
野引流冶袁也做野分流冶遥 让粉丝文化野向
阳冶生长袁既要在法律层面上划出红线袁
用文明导向尧 理性价值涵养粉丝心态曰
也要让野明星冶成为正能量的代言人袁如
此袁 两者都能
规范自己的一
言 一 行 袁 野 顶
流冶 才是 野正
流冶遥 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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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保护文物安全的防线

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