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德良

“8·15”， 是日本法西斯宣布无
条件投降的纪念日。 然而， 今年的
“8·15”， 国内不少网络媒体因过分
围观 “宝宝婚变 ”，客观上冲淡了抗
战胜利纪念日该有的氛围。 舆论场
上这等浓淡失衡的局面多少让人感
到失望。

演员婚变，情断缘尽，在国内演
艺界稀松平常。 王宝强与马蓉的分
手，于演艺圈众多大牌小辈来说，既
非前无古人，也绝非后无来者，实在
够不上需要来一场毫无节制的娱乐
狂欢。

当然， 王宝强作为一位成功的

演员 ，从草根逆袭 、抱得美人归 ，到
如今旧爱成新仇， 如此际遇引来网
络媒体围观并不奇怪。 但迷醉于对
各方隐私的 “扒粪 ”，或津津于当事
人“出轨”“劈腿 ”的所谓内幕 ，甚至
质疑当事人孩子血缘背景等， 就明
显越过了媒体该遵循的底线了。

同样，关注明星并无大错，报道明
星婚变也够不上违法，但面对“8·15”这
一特殊日子， 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厚
此薄彼就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了 。毕
竟，抗战的伟大胜利，早已经超出了
一场战役胜负的时空维度， 它解除
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沦亡危机， 结束
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屈辱史， 使中华
民族保持了独立生存的民族地位和

政治地位。
从这样的标高来说，关注“8.15”

岂不比关注一个家庭的裂变更有意
义，更具正能量？！

娱乐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绝非
生活的全部；况且，裹挟着某种窥阴
癖成分的娱乐，充其量是一种病态、
畸形的自娱自乐。

媒体有与生俱来的责任与担
当。引导受众怀揣家国情怀，就是这
份责任的一部分。或许，“宝宝婚变”
与“8·15”这个特殊日子撞到一起纯
属偶然，但正是这种偶然，更能看出
媒体对责任使命的担当。

经过二十世纪以来的浴血奋战
和励精图治，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
可以高枕无忧、歌舞升平。美国一直
在赤裸裸地遏制中国的崛起； 日本
这个曾经加害我们的国家， 一直没
摆脱对外扩张的冲动， 没有彻底肃
清军国主义的遗毒， 对那场侵略战
争的罪行至今没有过认真清算 。不
仅如此，这些年来，它一直处心积虑
地把中国作为假想敌： 挑起钓鱼岛
争端 ，搅局南海问题 ，充当美国 “亚
太再平衡”的马前卒。对于这样的近
邻，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

我们并非认为媒体应该永远疾
言厉色， 慷慨激昂， 但对于国人来
说，外患未绝，复兴路上，孰重孰轻，
孰大孰小，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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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国

刚刚过去的7月，全国电影总票
房共计45.1亿元，同比下降约18.2%，
这是近五年来中国电影“暑期档”首
次出现负增长； 同样，8月的成绩也
不甚亮眼 ，截至8月15日 ，全国票房
仅为20.1亿元。

酷暑之下， 最惬意的事莫过于
或一家老小或呼朋唤友到影院吹空
调看电影，多年以来的事实已证明，
这个时间段是电影票房井喷的黄金
期。那么，为什么本该火得一塌糊涂
的 “暑期档” 会在今年变得如此疲
软？

这样的结果，看似意外，实则必
然。 随着国人精神文化生活日渐丰
富、审美水准日益提升，好些年前那
种一旦有所谓 “大片 ”上线 ，便招来
海量掏钱热捧者的“好日子”已悄然
翻篇 。如今 ，一部苍白无力 、乏善可
陈的烂片，即使包装得再精致有型，
也难以引来影迷的心仪。 种种迹象
表明， 我国电影市场的观影需求正
逐步升级， 有审视地选择性消费正
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这种升级，应
该成为中国电影自强筋骨、 追求更

大进步的驱动力。
去年“暑期档”票房为何能一路

高歌？关键在于有优秀作品担纲、唱
主角 。如 《捉妖记 》《大圣归来 》等影
片，无论主题设计还是拍摄制作，都
有许多让观众耳目一新之处。 反观
今年 “暑期档 ”，不少影片无新意亮
点可言 ，却试图靠卖情怀 、炒冷饭 ，
甚至靠几个 “小鲜肉 ”托起收视率 ，
自然激不起影迷的欲望、冲动。从这
个意义上讲 ，今年 “暑期档 ”票房负
增长， 更应被看作是给中国电影以
警醒：洗尽铅华始归真。和其他经济
领域一样， 中国电影市场也亟待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过程会有阵
痛 ，但改得越早 、越主动 ，就越有利
于中国电影人找到电影市场良性发
展的道路。

繁荣电影市场， 需要创作者耐
下性子、 沉下心来， 在打造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上下
功夫，而不是陷入粉丝电影、情怀电
影 、真人秀电影 、跟风拍片 、营销炒
作、 资本运作等等套路之中。 说到
底，对于电影业而言，走心的故事和
表演才是王道， 其他一切终究是浮
云。

张枫逸

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作为北京
乃至全国首家 “失独养老院 ”本月
正式投入运营，首批入住“五福”的
10位老人情况日前公示结束。

一直以来， 失独老人入住养老
院都是一道“难题”。因为按照政策
规定，任何老人入住养老机构都必
须有监护人签署相关协议进行担
保 ； 同时不少失独老人不愿与有
子女的老人同住， 害怕触景生情。
基于此 ， 北京市打造 “失独养老
院”，其破冰意义值得肯定。

不过， 目前各地养老院床位缺
口很大，能够专门提供给失独老人
的床位更为有限。

因此 ， 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和
引导民间资本建造更多 “失独养
老院 ”外 ，还 应 打 破 阻 碍 失 独 老
人入住常规养老院的瓶颈 。今年
初 ，北京市民政局通过公开招标
选定了一家代理服务机构 ，为需

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失独 、 丁克老
人提供担保等服务 ， 值得借鉴推
广 。

同时， 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失
独老人不愿离家养老。 因为家是他
们和子女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记录
着曾经的美好时光， 蕴含着支撑自
己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一些老人至
今每天打扫子女的房间， 吃饭时多
摆一双筷子。对于这部分老人，要予
以充分尊重， 着力为他们建立健全
居家养老体系。即以社区为依托，通
过政府购买公益服务的形式， 为老
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护理康复、
精神关爱、紧急救援服务，让社区乃
至整个社会成为没有围墙的 “失独
养老院”。

在这方面，居家养老更具优势。
一来便于社区和有关部门搭建失独
群体自助互助平台， 帮助他们早日
回归积极的人生， 同时也方便青少
年学生、志愿者多陪伴失独老人，温
暖老人的“空巢”。

“史上最严”的动车禁烟令来了！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要求，

自8月15日起，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
者， 除按现有规定处以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外， 还需持本人身
份证到任一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签
订协议书，方可再次购买动车组车
票。 签订协议书后再次吸烟者，将
被暂时禁止乘坐动车组列车。

网友对此看法不一， 有的拍手

叫好，有的认为过犹不及。而事实上，
鉴于动车组运行速度快、 密封严实，
车上设备对烟、明火非常敏感，为了
保障运行的绝对安全，《铁路安全管
理条例》 早就作出了动车组全程禁
烟的法律规定。

只有让不文明、 不守法者交上
高额“学费”，才能维持禁令的威慑
力，让禁令生威有效。

文/林宁 图/何南波

易生

８月１６日１时４０分， 我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 “墨子号 ”发射升空 。“墨子号 ”
的成功发射， 将使我国在世界上首
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
信， 构建起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
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在现代词汇中，量子通讯技术总
给人以“高冷”的感觉，总觉得和芸芸
众生可能没有多大关联。但仔细看完
新闻后，才发现以往对量子通信技术
的认知， 错得有多么的离谱。 简单来
说，中国成功发射首颗量子卫星，将会
开启人类保密通信的新纪元，它“一次
一密”的工作机制，可实现抵御任何窃
听的密钥分发，进而保证用其加密的
内容不可破译，可从根本上、永久性解
决信息安全问题。

量子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在轨运
行，将有助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实
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和扩大国际领
先地位，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
术水平跨越式提升，有望推动我国科
学家在量子科学前沿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对于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
列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墨子号 ”的成功发射 ，也释放
出我国量子通信产业前景可期的重
要信号。在市场人士眼中，量子通信
代表了数据传输速度与安全的未来
方向，是一座万亿级别的产业富矿。
有关专家估算， 短期内量子通信产
业规模即可达数十亿元； 而随着网
络区域扩大及卫星量子通信网络建
设，未来市场空间将更为广阔。

“墨子号 ”量子卫星的成功发
射令人振奋，其背后那些夜以继日、
不辞辛劳的科学家们更值得我们的
尊重与敬佩。

向“墨子号”背后的科学家们致敬

国产电影市场亟待供给侧改革

没有围墙的
“失独养老院”更可贵

新闻漫画

“吸烟禁乘”：重罚求有效

“宝宝婚变”的喧嚣
何以盖过“8·15”的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