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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风投资本竞相涌入， 全民参与狂欢
盛宴， 乱象质疑催生监管……网络直播，
自2016年以来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在
经历了高速发展后， 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在京成立了
网络表演 （直播） 分会， 并发布了相关
报告和计划， 为“网络直播” 这一新生
事物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和
蓝图。

井喷式发展狂收200多亿元

我国网络直播兴起于2005年， 但
2016年出现井喷式发展。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 《网络
表演 （直播） 社会价值报告》 显示，
2016年我国网络表演 （直播） 整体营收
达到218.5亿元， 平台数量250多家， 用
户规模 3.44亿 。 网民总体渗透率达
47.1%， 其中30岁以下网民渗透率73.6%。

“网络表演 （直播） 在经济收入、
用户人数、 影响力等方面都呈现极高的
增长趋势。”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
宁说。

该报告显示， 2016年， 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普及， 网络直播也从传统秀场、 游戏
直播、 体育直播发展到泛娱乐直播、 直
播＋垂直行业 （电商、 音乐、 旅游、 教
育、 财经） 等更多领域。

同时， 网络直播业也成为拉动文化
消费升级、 促进创业就业、 助推经济结
构优化的动力。

2016年12月， 重庆两名“网红” 通
过直播推荐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
市排杉村的椪柑， 一天内就吸引了12万
人次在线观看、 10653人次下单， 助力当
地销售椪柑25万余斤， 销售额31万余元。

“直播的技术浪潮刚刚兴起， 行业

的发展不可限量， ‘直播＋’ 将对社会
各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当选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 分会会长
的欢聚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洲说。

负面影响严重制约行业发展

在贫困农村做假慈善， 直播殡仪馆火
化过程， 大尺度涉黄、 暴力、 “奇葩” 镜
头……网络直播火热发展的同时， 也伴随
一些问题： 内容同质化， 持续创作能力
差； 内容低俗化， 个别主播为博人气， 不
惜用“出位” 表现哗众取宠等。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 自2016年12月1
日起， 国家网信办实施 《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 对于直播资质、 内容管
理、 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给规
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线。 一些直

播平台也陆续出台管理规则， 对主播和
用户的行为进行规范。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
分会发布的《促进网络表演 （直播） 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行动计划》 指出， 行业起步
阶段， 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和乱象屡屡出
现， 给行业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 成为
严重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行动计划指出， 网络表演 （直播）
分会将通过建立内容审核、 行业培训、
信用体系、 信息共享、 行业评优、 行业
调研等方面的工作促进网络直播的健康
发展。

“网络表演 （直播） 行业， 要以传
播正能量、 传播真善美为立业之本， 树
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同时要不断增强直
播内容的专业性与原创性， 提供有深度、
有价值的直播产品， 逐渐改变人们对直

播的固有印象。”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
长马峰说。

政务公益方面可发挥更大价值

业内人士指出， 在经历了飞速发展和乱
象整顿后， 网络直播的未来发展存在无限潜
力。 事实上， 网络直播并不只是“秀场表
演”， 其在政务、 公益等方面还有极大的价
值空间有待挖掘。

在政务领域， “快播” 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庭审通过网络视频直播， 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 成为司法公开的创新探索； 腾
讯联合多家传统媒体实现全国两会报道
40路记者全景直播； 地方高新区通过直
播打造阳光政务， 围绕重点项目建设、 棚
户区改造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展开视频
直播。

在公益方面， 今年2月， 熊猫直播与
央视网开启专属直播间， 24小时直播国
宝大熊猫的生活， 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理念； 2016年7月， 花椒直播携手24名
主播开启48小时南方水灾公益接力直播，
收入全部捐给灾区； 日前， 新浪微博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开展“变废为宝
大挑战” 活动， 数十位主播参与改造生
活废弃物加工， 赋予废品新的价值， 吸
引超过500多万粉丝围观……

“直播以其特有的真实感、 代入感
和强大感染力， 为公益活动的传扬和创
新提供了更广阔空间。” 报告项目负责
人、 腾讯文化产业办公室高级政策专家
王一说。

另据介绍，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文
化部非遗司也将推动开展“网络直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使得网络直播
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一年狂收200多亿元 用户规模达3.44亿

� � � � � “使高校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洋溢蓬勃向上的青
春活力、展现改革创新的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
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饱含对青年健康成长进步的殷切期
望，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青年主动拥抱正能量， 就能为个人的成长进步播洒阳光雨
露；青年积极传播正能量，就能为社会的美好和谐注入强大暖流；
青年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才能在激情奋斗中更好绽放青
春光芒。

青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在这个
时期，努力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善于把握历史和
时代的发展方向，善于把握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
把正确的观念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行为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才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好心态，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今天，无
论是在网络上彰显向上向善的精气神， 还是在生活中展示道德力
量，抑或是投身创新创业大潮拼搏进取，无数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
状态和务实干劲，展现了蓬勃的青春活力，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
精神气质。在时代的洪流中，期待青年一代能自觉铸就理想信念、
锤炼高尚品格、加强道德修养，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近年来青年思想主流积极健康向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功
不可没。同时也应当看到，青年人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群体多
样。唯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
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把立德树人、规范管理的严格要求和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灵活方式结合起来，把解决师生的思想问
题和教学科研、学习就业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强化基础、抓住
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真正做到“虚”功“实”做，把“软指标”
变为“硬约束”，才能营造出充满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教育环境、校
园氛围，使高校真正成为锻造优秀青年的大熔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大青年是生力军和突击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
斗。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胸怀理想、锤炼品
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一定能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青春能
量，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载5月7日 《人民日报》）

始终充满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三论“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6日电 俄罗斯联邦通信、 信息技术和
大众传媒监督局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 由于缺
乏登记信息， 自5日开始封锁中国即时通信软件微信。 但监督
局同时称， 一旦收到相关资料并进行核验后， 将解除封锁。

俄通信监督机构回应封锁微信一事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伸长着脖子， 全身一动不动， 双目
含情……201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全运
会体操预选赛女子资格赛5月6日进行，
现场看台上， 湖南队选手谭佳薪的妈妈
黎艳明聚精会神地看着女儿的一举一
动。

“今天来看比赛， 特意跟薪薪打电
话‘申请’ 了， 得到她的允许我才来
的。” 黎艳明兴奋地告诉记者， 为了不
错过女儿比赛， 她刚下高铁就赶来了赛
场。 多年来， 她“探班” 的次数并不
多， 女儿在国家队数年， 她也只去过一
次。 但凡去看现场比赛， 黎艳明都会先

跟女儿“申请”， 2014年的体操世锦赛，
自己还是偷偷赶去南宁， 等女儿比赛结
束了才让她知道。 “她担心我累， 我也
不想因为自己的到来给她增添任何的麻
烦。” 黎艳明动情地告诉记者。

比赛开始后，黎艳明几度调换位置，
生怕错过女儿任何一个细节。 高低杠是
谭佳薪的强项，看着女儿走上赛场、攀上
高低杠， 黎艳明的腰杆挺得更直了。 腾
跃、 换杠……一连串的惊险动作令观众
叫好， 可黎艳明却收回了正要鼓掌的双
手，生怕“吵到”女儿；女儿出现失误掉下
杠来， 她轻声感叹一句“伤病太困扰人
了”，紧握的拳头攥得更紧了。

“能带我去找女儿吗？ 班车要开

了。” 赛后， 生怕耽误与女儿的短暂相
逢， 黎艳明心急地跟着记者来到运动员
通道。 见到女儿， 她一个箭步冲过去，
抱着“狠狠” 地亲了几口： “宝贝你很
棒， 妈妈给你加油！” 短短两分钟的见
面时间， 黎艳明始终把女儿搂在怀里，
赛场上英姿飒爽的谭佳薪也瞬间变回
“小公主”。

运动员回程班车缓缓开走， 黎艳明
这才准备去找酒店住下。 上午还艳阳高
照的武汉此时下起小雨， 而黎艳明依然
沉浸在甜蜜中， 她笑着说，“全运会的观
赛‘申请’我已经打好，薪薪‘允许’我去
天津！ ”此刻，黎艳明眼泛泪花。

(湖南日报武汉5月6日电)

四国女篮争霸赛在嘉禾举行

中国女篮
首战“开门红”

湖南日报5月6日讯（通讯员 罗飞雄
记者 王亮） 今天晚上， 2017年“农商
银行杯” 洲际女篮亚特拉斯系列赛郴州
嘉禾赛区比赛在嘉禾县体育馆展开， 首
日比赛， 中国青年女篮以83比34狂胜加
拿大青年女篮。

洲际女篮亚特拉斯系列赛是以四国
赛为主体的A级品牌赛事， 此次嘉禾赛
区比赛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 郴州市文
体广新局、 嘉禾县人民政府、 嘉禾县篮
球协会以及嘉禾农村商业银行承办。 5
月6日至8日晚， 中国、 加拿大、 立陶宛
以及美国的4支青年女篮将捉对比拼，
进行6场角逐。

今天的首场比赛由中国青年女篮迎
战加拿大青年女篮。 实力更胜一筹的中
国队开场就进入状态， 全场也没有给对
手任何机会， 半场以53比20领先， 并最
终以49分的巨大优势拿下比赛， 取得

“开门红”。 另外一场比赛， 美国青年女
篮以74比68击败立陶宛队。

今天比赛前， 4支球队还分别来到
嘉禾一中、 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公
益活动， 赠送体育器材， 并为学生们进
行篮球表演。

今年是嘉禾县连续第2年承办洲际
女篮亚特拉斯系列赛。 2016年的比赛
中， 中国女篮取得3战全胜的优异战绩。

� � � � 湖南日报武汉5月6日电 （记者 周
倜）201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三届
全运会体操预选赛女子资格赛今天进
行，湖南队以总分207.25的成绩摘铜，跻
身全运会女子团体决赛圈。冠、亚军分别
为广东队、北京队。

今天的比赛湖南女团6名选手为商
春松、谭佳薪、王涔郁、谢玉芬、陈小青和
罗友涓。前四位选手均为国家队成员，如
此阵容也凸显出湖南体操的实力。

今天湖南队表现“有惊喜也有惊

险”。首轮跳马项目不是优势项目，但“小
花儿”们发挥出色，拿到了53.650的不错
成绩。但接下来的项目小姑娘们出现“波
动”， 高低杠与平衡木上相继出现失误。
优势项目自由操也因明显失误， 只拿到
48.450分，对总体成绩造成冲击，最终湖
南队收获铜牌。

个人方面， 商春松以13.150分排名
自由操项目第二，并名列个人全能第七、
平衡木第八；王涔郁排名个人全能第九、
高低杠第六；谢玉芬获高低杠第七。

以第三名的成绩晋级全运会女团决
赛，已完成预期目标，但在省体操队领队
张硕看来， 今天的比赛也敲响了一个警
钟，“失误不可避免， 但希望小姑娘们可
以通过这次预赛发现不足， 在全运会上
有更好的表现。”

7日将打响个人全能决赛， 长沙伢
子杨家兴将向全运会资格发起冲击， 商
春松、 王涔郁将出战女子个人全能。 单
项决赛将于8日起拉开战幕， 全部比赛5
月9日结束。

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

湖南女团“有惊无险”摘铜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19 5 2 2
排列 5 17119 5 2 2 8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51 14 17 18 22 29 10+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3636318978.81（元）

10000000 10000000

0---

特殊的“申请”

� � � � 5月5日，“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北部的浦元海山
发现多金属结核区，同时带回珍贵生物样品。图为“蛟龙”号
在南海浦元海山下潜，进行深海科考。 新华社发

牵手 新华社发

文化视点

乱象治理后将何去何从网络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