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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论场

经典因其强大的内容穿透力和
文化传承性，在社交网站和短
视频平台，依然能开出一朵朵
娇艳的时代之花。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这届年轻人，似乎越来越爱往回看了。

最近一两年，要说流媒体新趋势，怎么

都绕不过“年轻人追老剧”这件事。在知乎

“有哪些你看了三遍以上的影视剧”问题下，

2 万+回答里，10 年前播出的老剧占了六成，

其中不乏距今颇久的《亮剑》《还珠格格》《新

白娘子传奇》等作品。最近，B 站上架央视版

四大名著电视剧，立刻受到广大年轻用户追

捧，评分一路飙升，再次见证了老剧翻红的

火爆。

老剧好，风景旧曾谙。年龄偏大的观众

爱看经典老剧，总有情怀加持，然而，B 站用

户平均年龄 21 岁左右。是什么原因让小鲜

肉 们 扎 堆 看 一 些 比 自 己 年 龄 还 大 的 电 视

剧？年轻网友的回答很直接：喜欢啊，很多

新的电视剧都看不下去多少，平时都在看老

剧，这一年补了不知道多少了，还是老剧用

心，内容丰富。

老剧用心，确实说到了心坎上。《西游

记》斗法降三怪一集中，唐僧“隔板猜物”，

悟空将一套宫衣变成了一口破钟，实际上

原著中“破烂流丢一口钟”指烂旧僧袍，剧

组闻知后赶紧重新补拍。86 版《西游记》前

后拍了六年，每一个瑕疵都不放过，力求尽

善尽美，其他经典老电视剧的录制理念也

莫不如是。

反观近些年，雷剧和翻拍剧成风，电视

剧内容贫乏、文化品质下降。抗日神剧里徒

手将鬼子撕成两半，“日本兵专业户”一天

“死”八次，项羽与吕后相爱，虞姬成了第三

者，穿越剧、宫斗剧、婆媳狗血剧充斥屏幕。

更为尴尬的是错字连篇，有的电视剧平均每

集 1.7 处文字差错。所以说，为了 N 年后的 6

月 7 日上午高考语文不后悔，小学生看电视

剧，家长一定要陪同！

技术越来越先进，镜头越来越清晰，画

面越来越唯美，内容越来越离奇，观众却越

来越少。有专家认为，资本正成为当前中国

电视剧市场的操盘大手，资本的逻辑已经严

重损害了文化的逻辑。当然，近些年影视业

也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同样是电视剧，有

的是“心头肉”，有的成了“放养流”，如何坚

持永恒的深入，远离商业价值的绑架，值得

深思。

老剧翻红，经典永流传。年轻人也用玩

梗、二次元、社交媒体等新词解读，让老剧呈

现出全新活力。“看影视作品，关掉弹幕会失

去一半乐趣！”《三国演义》中张飞的“俺也一

样”，《红楼梦》中宝玉的“这个妹妹，我见过

的”，都成了观剧打卡名场面，而当黛玉酸溜

溜地“内涵”宝玉时，弹幕点评“情侣过招，招

招致命”。台词有料、玩梗“破圈”，弹幕“厚

度”轻而易举地掀起一场场首尾不明的网络

狂欢。

经典因其强大的内容穿透力和文化传

承性，在社交网站和短视频平台上，依然能

开出一朵朵娇艳的时代之花。向后看，是为

了更好地向前看，在品悟老剧强大生命力的

同时，你又看到了什么？6

□向秋

近年来，容错机制在基层屡屡被提及，

其运行状况如何?“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日前

发文指出，一些干部认为，容错机制出发点

很好，但多数政策成了墙上画大饼，能看不

能“吃”。

容错机制在一些地方成“墙上画大饼”，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文章列出的具体表现

为：能否“容错”常常取决于某个领导的意

志，并不是集体决策，一些基层干部对于容

错机制心中没底；个别部门把“容错”当成推

进工作的“安慰剂”，真正出了问题，“容错”

就演变为“纠错”甚至问责；“容”谁“不容”谁

“操作空间”较大，领导重点关注照顾的，可

以通过“容错”得以抽身，不耽误个人发展、

不耽误个人晋升，而对于埋头苦干、傻干的，

上头没人替自己说话，往往“一失误成终身

恨”……容错机制旨在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

中的失误错误，该容不容、不该容乱容，让干

部寒心，也贻误改革发展，必须坚决纠正。

一线干部都有干成事、不出事的愿望，

让想干事的干部敢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干成

事，分清非主观性错误和明知故犯的错误非

常重要。前者可以容忍和纠偏，后者必须要

问责、追责，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是追究

刑事责任。合理“容错”必须充分考虑出发

点、性质、过程、后果等要素，在严格甄别“为

公”与“为私”动机和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

“违法违纪”性质的基础上，做到该容的大胆

容，不该容的坚决不容。

科学公正界定责任不可或缺。要制定

完备的权责清单和负面清单，重大事项邀请

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弄清损

失大小、危害程度、错误原因，对责任人的动

机、决策程序、执行过程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量，责任区分一是一、二是二。必须防止激

励变纵容、保护变庇护，严禁打着改革创新

旗号，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避免容错成为少数领导干部摆布人事

安排的“利器”。

没有空子和漏洞可钻，好机制才能使用

好，形成好的导向。容错机制相对复杂，规

范实施流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坚持阳光

操作，申请、核实、认定、公示和报备等流程

严格细化，接受媒体和群众监督，客观公正

执纪问责，方能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满腔热

情。6

据新华社报道，《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8月 1日起施行，司法机构开辟“绿色通道”，
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到现场、到家庭、到病床，免除交通费用”等便民服务，构建“城市半
小时、农村一小时”的法律援助服务圈。6 图/朱慧卿

“这条路是小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前几天下了

大雨之后道路非常泥泞，我打 12345 反映后，第二天就

有施工车辆前来铲泥、冲刷道路，解决了居民出行难的

问题！”北京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纪工委监察组对一周

来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办理情况进行回访时，

在西山机械场社区听到这样一条“点赞”。（据8月2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群众点赞的对象，是西山机械场社区党委副书记、

监察信息员罗凌碧。几天前，她在收到街道社建科转

来的“接诉即办”工单后，立即和社区党委书记实地走

访，发现道路泥沙主要来自附近炮厂公园施工工地。

罗凌碧迅速向街道纪工委通报这一情况，协调园林局

施工队调派高压水车进行处理，对排查中发现的存在

隐患的排水口进行加固。事情解决得这么快，靠的是

石景山区推出的“接诉即办”机制，在“快接”和“办准”

上发力，政府部门在群众反馈问题后，必须第一时间把

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为群众排忧解难。

伏尔泰曾说过：“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

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当我们爬山远行时，并不惧怕

前方的路程有多遥远，只要有目标，我们都能胜利抵达

终点。如果我们的鞋子里有一粒沙子，它会磨烂双脚，

越走越累，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老百姓遇到的难事、

急事、烦心事，很多是道路泥泞、房里漏水、楼下噪音等

小事，犹如鞋里的沙子，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给群众

生活带来困扰，更有损政府形象。在“快接”和“办准”

上下功夫，帮群众清除“鞋里的沙子”，既能让群众满

意，更能赢来政府好口碑，开展工作事半功倍，可谓一

举多得。3 （江文）

帮群众清除“鞋里的沙子”老剧翻红，让我们更好地向前看

容错机制不能“墙上画大饼”

跨省团体旅游恢复之后，沉寂多时的旅游市场加

快复苏。各地景区为招揽游客，纷纷放出降价免票的

大招。专家表示，降价策略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游客

是否买账。（据8月3日《经济日报》）
疫情之下，旅游市场经历了严峻考验，积蓄了一

段时间的旅游需求正进一步释放。就此而言，很多景

区围绕门票做文章，放出降价免票的大招，游客能得

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可以借此迅速聚集人气，加快旅

游市场复苏，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和企业生存。但这

不是吸引游客的关键。首先，从产业发展规律看，告

别“门票经济”，在旅游综合消费上发力是趋势。其

次，疫情之下旅游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将进一步倒逼

景区转型升级，部分想赚快钱、服务质量低的旅游市

场主体会被淘汰。

在完善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景区吸引游客不能

只关注门票价格竞争，必须在提升游客体验上下功

夫。创新旅游营销方式，转变经营管理理念，在提升

综合服务质量和服务增值上发力，这才是吸引游客纷

至沓来的灵丹妙药。6 （张国栋）

下功夫提升游客体验

2020 年 7 月 27 日，体彩大
乐透第 20068期开奖，当期开奖
号 码 为 ：15 20 23 26 33 +
02 08。来自信阳固始县的钱先
生（化名）投入 36 元，以一张短
小精悍的6+3复式票，共中出二
等奖 2 注、三等奖 1 注、五等奖
10 注、七等奖 2 注，单票擒奖
235136元。

7 月 28 日一大早，钱先生
（化名）就到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信阳分中心兑奖。据介

绍，他买体彩大乐透都 10 多年
了，以前也曾中过体彩大乐透二
等奖，与单式投注相比，他更喜
欢复式投注体彩大乐透。

兑完奖后，钱先生表示，体
育彩票给他带来了好运，增加了
他的自信心，今后会继续支持体
育彩票，多多献爱心，为社会公
益事业作贡献。

每张彩票都为公益事业作
出了贡献，温暖着每个人，生活
不止一面、幸运就在身边。

7月 20日上午，南阳购彩者
小云（化名）拿着一张体彩顶呱
刮“麻辣6”彩票出现在南阳体彩
分中心办理兑奖。

在工作人员办理兑奖手续
的过程中，满心喜悦的小云说起
了这次的中奖经历，她是疫情后
和朋友逛街的时候，偶然接触到
顶呱刮即开票的。这种玩法简
单有趣，此后她没事时就刮几张
娱乐一下。在顶呱刮的众多票
种中，小云最中意“麻辣6”，问其
原因，小云笑着说，火热夏天遇
见“麻辣 6”，这款票象征这个夏
季会红红火火。17日晚上，小云

像往常一样又去了她熟悉的那
家体彩实体店，刮起了她的“麻
辣6”。在连刮五六张后，性格活
泼的小云喊了起来，中了，中了，
中大奖了！

经确认，小云中了 10 万元
头等奖。

2020年 7月 27日 ，中国体
育彩票“排列5”第20159期开奖，
开奖号码为“4、8、1、1、7”，全国开
出159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万
元。其中10注出自安阳市洹北关
区北4105030217体彩实体店。

开奖第二天，中奖者武先生
（化名）就到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安阳分中心领取了奖金
100万元。

据武先生（化名）介绍，购彩

当天，他对“48117”这组数字感觉
非常好，感觉这组数字中奖的可
能性很大，就在投注时一改往日
单倍投注的习惯，进行了10倍投
注。当天晚上回到家，武先生习
惯性地查看开奖结果，当发现一
个个开奖号码与自己彩票的号码
一样后，他瞬间开心得像个孩子。

中奖后的武先生告诉大家：
“买彩票既能中奖又能做公益，
他觉得非常开心”。

信阳购彩者

复式投注再中大乐透二等奖

安阳购彩者

喜中“排列5”100万元奖金

南阳购彩者

刮出“麻辣6”10万元大奖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封德）8
月 2日上午9点30分，参加2020年第四
届“丝路信使”自行车赛的10名选手齐聚
山城西峡，在当地5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的
陪伴下，带着41封由西峡寄往新疆的家书
继续西行，向赛事终点新疆喀什进发。

“丝路信使”国际自行车挑战赛是
2017年设立的亚洲里程最长的自行车
赛事活动，每年举办一届，途经“一带一

路”国内沿线城市，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
首都努尔苏丹。其间骑手将化身为古丝
绸之路上的现代驿使，将一封封家书送
达远方的亲人。“丝路信使”不仅承袭了
古代信客的传统，而且在一路骑行中传递
友谊，通过创新体育赛事的形式和内容，
丰富文化旅游、体育旅游的价值。受疫情
的影响，2020年第四届“丝路信使”自行
车赛的路线和赛程进行了适当调整，比赛

全部在国内进行，赛事起点为上海市，终
点站新疆喀什，比赛全程7238公里，比去
年缩短了1314公里。

据了解，西峡县是本届赛事途经河南
省的两个赛段之一，比赛的出发点设在

“秦楚古道”的必经之地寺山脚下，除了常
规赛程外，比赛选手还通过“直播带货”的
形式，全程对外宣传西峡猕猴桃、香菇等特
色产品及当地的风土人情。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在 7月 31日结束
的中超联赛大连赛区第二轮的一场较量中，
河南建业队最终与大连人队 1∶1 握手言
和。相比跌宕起伏的比赛过程，两队赛前的
气氛则是温馨而又和谐。由于大连赛区目
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抗疫压力，关于本场比
赛，建业俱乐部专门在赛前发布了主题为

“大连加油！携手并肩前行！唯有全力以赴
方可致敬中国足球”为主题的海报，为大连
地区和对手俱乐部祝福，为困境中的中国足
球致敬。建业赛前的善意，自然也赢得了大
连人俱乐部的积极回应和当地球迷的无数
赞誉。

不过，比赛双方在赛前营造的温馨氛
围，却被大连广播电视台的直播主持人郭毅
飞以及特邀嘉宾、前国脚王鹏的一番不当言
论所破坏。在中超联赛大连人队对阵河南
建业队比赛直播前，当郭毅飞和王鹏在聊天
预测比赛结果时，王鹏就河南建业队外籍球
员巴索戈因新冠肺炎阳性被隔离一事进行
了调侃，并称“感谢新冠”，而身为主持人的
郭毅飞不仅没有现场制止，还将两人的聊天
视频作为趣事发到个人抖音号上，由此引发
广泛质疑和声讨。

对于郭毅飞和王鹏的不当言行，8月 2
日下午，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发布了致
歉信，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表示：“这些
言论虽然是两人私下聊天内容，但作为解说
员和公众人物，有关言论缺乏对对手的起码
尊重，尤其是在全国人民正在与新冠肺炎进
行斗争的时候开这种玩笑，是一种无底线的
行为，对巴索戈本人、河南建业队和包括河
南球迷在内的广大球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真诚地说一声：
对不起！”在发布致歉信的同时，大连广播
电视台文体频道做出如下处理决定：责成郭
毅飞和王鹏通过原抖音号向建业队、球迷和
有关球员做出真诚道歉。道歉后，关停该抖
音号；停止郭毅飞继续解说中超大连人队直
播节目资格，责成其做出深刻检讨，反思自
己违反组织纪律，违背职业道德等严重问
题；不再邀请王鹏担任解说嘉宾。

随后，建业俱乐部也发布声明公开回
应，《声明》中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足
球有精神，体育有道德。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防控疫情是一次全方位
的大考，我们相信，人类终将战胜疫情。我
们期待，更加清朗、健康的足球环境。让我
们以中国足球的名义向疫情下的中国致敬，
向所有为抗疫坚守的人们致敬！”⑥9

大连直播主持与嘉宾发表不当言论引公愤

河南建业：期待更加清朗、健康的足球环境

“丝路信使”自行车赛走进西峡

本报讯（记者 黄晖）现场观看网球
比赛，什么时候可以起身活动？什么时
候鼓掌加油？捡到球员打飞的球后，什
么时候才可以扔回场内？7月 30日，一
场名为“文明观赛，从‘心’出发”的教育
实践活动，在河南中原网球中心举行，
奥运会网球冠军孙甜甜在活动现场为

大家讲解文明观看网球比赛的礼仪。
一个地方赛事观众的表现情况体现

着文明程度，加强文明观赛的教育对于深
化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本次活动旨
在把教育和实践相结合，寓教于乐、创新
形式，使文明观赛的理念深入人心。

中原网球中心主任荣长安说，中原

网球中心自 2013年以来，共举办开展
各级各类赛事活动超过100次，直接参
与人数突破 12万人次，这些赛事不但
受到了国际网球联合会、中国网球协会
以及广大网球球迷的充分肯定，同时也
为文明观赛礼仪在全省的推广和普及
贡献出一份力量。⑥11

奥运冠军孙甜甜带您“文明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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