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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荣

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
发布了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
提到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下演员片酬差距甚大，一
线演员片酬近亿，而一般新人三个月打
包仅15万。（8月28日《中国新闻网》）

同样是演员，有的演员片酬近亿，
有的演员三个月打包仅15万，相差的悬

殊程度令人惊叹，可投资方却似乎更钟
情于片酬近亿的演员，以为“明星可以拯
救一切”，可事实上，却未必能够获得观
众的认同。这恰恰是最悲哀的地方。万
事皆有度。片酬也是如此。在良性的环境
下，演员片酬绝对不能超过制作费的二
分之一，否则只能粗制滥造，“但是目前
制片方往往把演员片酬的预算提高到了

三分之二”。这为粗制滥造打下了伏
笔。片酬过高也会导致一些原本很好
的题材由于成本问题而无法拍摄，严
重破坏影视圈的“生态环境”。

央视新闻频道在“演员天价片酬”
专题中，指出演员天价片酬为影视制
作的其他环节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
力，不仅提到《如懿传》的霍建华和周
迅共拿走 1.5 亿片酬，还点名批评《致
青春2》、《幻城》等片的天价演员无法
拯救本身质量不高的影视剧。

遏制“天价片酬”有其内在的逻辑。
2007年，由韩国各大制作公司组成的韩国
电视剧制作公司协会，针对韩国电视剧市
场规定，所有韩剧演员的酬劳不得超过13
万韩元/集。据了解，有一段时间韩国也像
中国一样，给演员很多钱，结果制作费减
少，直接影响到整个作品的品质，拍出很
多烂片。票房不好，连带会影响演员自己

的事业，后为吸取教训，根据预算的比例
去谈演员的片酬。既然人家有过教训，为
何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呢？从市场的角度
看，有些演员由于名气大、演技高，多拿些
钱是相当必要的，但“天价片酬”却是超出
了市场的承受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对于“天价片酬”的遏制力量过少，借着市
场的名义任其任性，另一方面一些社会不
良的风气造成了片面追求“明星”。

遏制“天价片酬”，能够合理使用成本，
不断提高质量。不会片面注重演员的名气。

据统计，7月全国票房约45.15亿元，
同比去年的55.06亿，减少近10亿元，降
幅约18%。为此，业内专家呼唤依靠提升
创作质量来突破发展瓶颈。遏制“天价
片酬”有其必要性，也不能一味地推给市
场，而同时，则更要提高影视作品的质
量，这两者要同步前进，如此，才能真正
吸引观众的眼球。

遏制“天价片酬”和提高质量要同步前进
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高校学生遭遇

诈骗事件，8月27日在东南大学新生报到
现场，防诈骗这个主题得到重点关注。记
者注意到，东南大学新生每人拿到一本

“2016 大学新生安全手册”。记者了解到，
为了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开学后江苏大
学新生每人都要参加“安全知识考试”。
60%以上题目与防电信诈骗有关，不达80
分要重考。（8月28日《扬子晚报》）

诈骗无所不在，当然不限于大学生，上
至老，下至小，均有人上当受骗。本来，大学
生是天之骄子，智商不低，对于诈骗术该是
不会轻易上当，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大学生
上当受骗的不少，甚至有人为此失掉宝贵的
生命。防诈骗，最好的办法是严禁打击，然
而，“天下无骗子”，这毕竟是理想境界。

从现实的复杂性来看，大学生的确很
需要学习一些防诈骗常识，对大学生进行

“防骗考试”很有必要，这无妨作为“开学
第一课”的内容。把开学报到所需的8100
元学杂费存入银行后没几天，就接到“民
警”电话称他的银行卡涉嫌诈骗，南京工
程学院南通籍新生小吴，险些将父母的血
汗钱拱手让给骗子。26 日下午，南通工商
银行一网点成功将小吴的学杂费阻拦下
来。在高校每年所有的案件中，电信诈骗
案件占到了80%。

2014 年东南大学曾有一名研究生被
骗学费，骗子诈骗手段与“徐玉玉案件”类
似。全国多地警方统计显示，大学生群体
已成为电信诈骗受害“重灾区”。去年6月，
北京市公安局对外通报，2015年前4个月，
北京高校日均发生电信诈骗案件 2.9 起。
重庆渝北警方通过梳理辖区近3年电信诈
骗案发现，20岁以下受害人占比12.85％，
这个年龄段群体多以学生为主，容易受到
虚假网络购物和游戏装备网站引诱。显
然，大学生很有必要进行“防骗教育”。针
对大学生的“防骗考试”看似多余，实则不
然。据介绍，为了方便学生阅读，学校将安
全知识手册分为了入学篇、防骗篇、网贷
安全篇、防盗篇等12个篇章。

在军训期间，学校要通过上机的形
式，对学生进行“防骗知识”的考试，考试
通不过的必须补考，一直考到通过为止。
虽然考试通过了也未必就不会上当受骗，
但至少让学生对骗子有了警惕性。打击网
络诈骗很有必要，而徐玉玉案也已破，可骗子却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全部抓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大学生
进行防骗教育是相当必要的。对大学生的“防骗考试”
该成为“开学固定节目”，以后更要加强防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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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公安部称，自1988年起，连
续在14年间强奸、杀害多名女性的犯罪
嫌疑人高承勇在甘肃省白银市落网。高承
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甘蒙“8·05”系列
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成功告破。（据8月
28日每日甘肃网）

民间有俗语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
莫为。”法律上有一个说法也称：“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

高承勇的落网，再一次证实了这些说
法的客观性，甚至是真理性。同时，其也警
示一些不法分子，莫抱着侥幸心理去触犯
法律，只要有“伸手”，就会“被捉”，什么时
候捉，怎么捉，只是个时间与方式的问题。

但面对高承勇的落网，我们更应该做

的事情，明显是反思。
一者，真相与正义为何迟到了28年？

尽管28年之后，死者的冤屈得以洗涮，家
属的心灵也终于得以慰藉，但这份真相与
正义，毕竟是迟到了。对此我们必须承认，
同时需要加强反思，查找原因，吸取教训。

二者，高承勇作案10多起，强奸与杀
害11人，还用刀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人体
组织等，可谓手段残忍，影响巨大且恶劣。
但其每次作案，几乎都会在现场留下相关
证据，包括足迹、指纹，甚至精液等。这些
证据，为何在多达11起的案件中，在跨度
长达14年的作案时间里，没有成为关键
性破案证据？

虽说，如今案件得破，警方采用了

新技术侦查手段。也就是说，2002年之
前，我们的破案技术还是有很大局限性
的。但一个强奸并杀人“狂魔”，其14
年作案11起，案件始终无法侦破，其明
显是极其不正常，也不应该的。警方案
件侦破的重视程度是否足够，明显也是
让群众心存疑虑的。

一个强奸并杀人“狂魔”，14年作案
11起之后，依然能够隐藏14年，距离其第
一次作案，时间跨度已经达到28年。可以
说，比起其残忍的作案手段，这 28 年的

“深藏不露”，其影响明显更加恶劣，更让
群众感到害怕与恐慌。

联想刚刚引发全国轰动的“徐玉玉遭
遇诈骗案”，我们显然不得不反思一些问

题：一是相关案件只要发生，就一定能破。
但破案与否，明显是与破案者的重视程
度、投入力度等密切相关的。二是犯罪分
子的猖獗，与其本身的法律意识、人性意
识严重缺失有关，同时也与我们未能及时
打击和处理，导致其违法成本过低有关。
因为过低的违法成本，必然会导致违法犯
罪分子更加侥幸的心理，甚至会引发其他
本身为守法公民者效仿。

很明显，不让公民人人自危，不让人
们在恐慌中等待28年的迟到正义，保护
社会稳定、安宁与和谐，离不开每一起，哪
怕只是被骗了数百元的小案的快速侦破！
至少，绝不能再让一小撮违法犯罪分子，
犯了案还是可以隐藏28年，甚至更久。

隐藏28年的“狂魔”落网，更多的应是反思

遏制“天价片酬”有其必要性，也不能一味
地推给市场，而同时，则更要提高影视作品的
质量，这两者要同步前进。如此，才能真正吸引
观众的眼球。

400-670-5627报享购 多·快·好·省
□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正品保证

□优质低价 □7天无条件退换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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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礼尚往来、答谢客户、聚会宴饮的至佳选择-
比3折更便宜！五粮液添福酒为您中秋添福！

世界的五粮液，中国的添福酒

醇正高端出名门，浓香典范中国礼
作为 52°浓香典范，五粮液添福酒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

限公司出品，以优质五粮为原料，通过蒸糟拌曲，封窖发酵，

蒸馏滴酒而成，与“五粮液”同原料，同窖池，同工艺，在沿承

五粮液一贯酒体饱满、各味谐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浓香绵

甜的特有风味--进口绵、落口甜、入喉醇、回味长。

无论亲友团聚、婚礼宴席、节庆年会，五粮液添福酒都是

上佳之选。喜庆大气的包装，经典至臻的品质，添福酒总与幸

福相随。斟一杯五粮液添福酒，邀知己共饮，是对饮者的高贵

礼遇，觥筹交错间流淌出浓浓的中国味道，彰显中国礼节。

震撼超低价，1箱五粮液过个好中秋
没有超值惊喜，哪敢惊动您！中秋要送礼，国庆要送礼，

报享购周年庆肯定还得送您礼！今天我们一次给您送到位，

原价378元1瓶的52度浓香白酒五粮液添福精品酒，现在比3
折更便宜！让您轻松备足中秋好酒！

本次报享购联合五粮液共带来100箱添福精品酒回馈启

东日报读者，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400-670-5627，有品质，有

档次，有面子，还能省银子的五粮液添福酒立刻带回家！“这

活动其他地方还有吗？”对不起，只在报享购！只有 100 箱！

真正的名气好酒、品质好酒、实惠好酒！

好东西真得抢！比3折更便宜，启东人都知道了！

五粮新贵族，精品添福酒

52°浓香典范

传承风靡大江南北的名酒风采

满载中国白酒的至尊荣耀

迎接团圆中秋的到来

中秋情钜惠行动
比3折更便宜，才敢惊动您！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秋佳节，亲朋

之间、客户之间都要互道祝福，礼尚

往来。五粮传千年，添福送美意！五

粮液添福酒迎中秋钜惠行动火热进

行中。拨打400-670-5627，中秋好酒

一步到位，轻松备足！

原价2268元/箱(6瓶)，378元/瓶
现在594元/箱（6瓶）

低至99元/瓶

这个性价比，只在报享购！

订购热线：400-670-5627

投资千万
死亡沙海孕育好枣

因一次新疆旅游的机缘，老薛来到塔
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这里北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昆仑山，西靠和田，
东接若羌，长年干旱无雨，每天日照时间
15 小时，昼夜温差 20 度，是出产红枣的绝
佳地带。

老薛投资 1000 万元在且末县拿下了
6500 亩土地潜心种枣。开荒、种树、施肥
……一谈起他的枣子，老薛便滔滔不绝：“我
们种的全是优质的新疆骏枣，果形大、皮薄、
肉厚、口感甘甜醇厚，检测后发现维生素C、
蛋白质、矿物质含量高于同类产品。”

香妃枣 树上风干是绝招
“种枣这些年，总结了很多经验，枣子

成熟后不急于采摘，让它继续呆在树上，
到完全成熟并自然风干后再下树。这样
收获的树上风干枣，肉质紧密、口味醇厚，
不是一般大枣能比。”

沙漠地区害虫和鸟类少，使得老薛一
直坚持“施棉籽饼、不打药”的生态种植，
保证香妃枣天然、有机、无污染。

拨打400-670-5627
性情老薛中秋献礼！

老薛的香妃枣每年都会通过全国的
主流媒体推荐给广大读者，几年来积累了
不少拥趸。“自从吃了香妃枣，我就不买别
处的枣了，说实话真不是市面上 20 元一袋
的枣子能比的。”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周女士
是香妃枣最忠实的粉丝。她从一开始买了
自己吃，发展到帮家人、同事买，后来又用
来送客户，两年下来，累计买了 300 多袋！

楼兰香妃一级大枣，天然有机、香甜
醇厚，个头堪比草鸡蛋，市场上卖到80多
元一袋，报享购特价59.8元/袋，买5袋送5
袋，加1元即可再送一袋！ 老薛说，这次为
报享购准备的 100 箱香妃枣品质都是上
乘，不仅个头大，口感更是无双，希望特价
的回馈让更多人了解香妃枣，爱上香妃枣！

奇人老薛远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的且末县耕耘 8 年，种出个头硕大、
口感超群的楼兰香妃枣。老薛的传奇故
事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吃过楼兰香妃枣
的人都说好。报享购推出以来，读者复购
不断，好评如潮，本次特地加推！

1 大如草鸡蛋香妃枣
老薛沙海耕耘八年育新疆一级有机好枣

元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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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报享购关爱老花，推出九
佳老花镜特价秒杀活动！秒杀价仅59元
一副，若购买五粮液天福酒或楼兰香妃
枣，还可免费赠送！

秒杀热线：400-670-5627

换上九佳老花镜，看书、写字、做针线活
……眼不酸头不晕，视物超清晰，越戴越轻松！

与传统老花镜不同，市场价199元/副的九
佳老花镜非常独特，能调节光感随眼睛的需要而
变化，自由匹配瞳孔，各种瞳距都能快速适应，让
眼睛保持放松状态，视物舒适又自然。

“儿子给我买的这副九佳老花镜，比以前更
清楚、更舒服，神清气爽！”老李用了觉得非常不
错，还给街坊邻居推荐。

九佳老花镜长时间佩戴不会出现眼睛酸胀、
流泪、头晕、恶心等不适状况，是目前世界上非常
流行的新一代老花镜,让您活力倍增，彰显气质！

九佳老花镜
特价秒杀中5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