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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保护传承””也是也是““国之大者国之大者””
□□郭文斌郭文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从留住文化根
脉、守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
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
精神命脉。”“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
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
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城市
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
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
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
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
指出：“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
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
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华
民族来说，这一文件的出台，具有极其深远
的历史意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有无限的未来意义。下面，我从三个方面
谈些体会。

一、从“根教”看《意见》的重
要意义

只有根深才能叶茂，这不但是植物学常
识，也是人类学常识。历史文化无疑是一个
民族的根脉。在长达七年的《记住乡愁》采拍
中，我发现，但凡兴旺发达的家族，都特别注
重书院、祠堂、戏楼、家谱等历史文化载体的
保护。一些人家，即使到了断炊的地步，也不
愿意出售祖屋。长辈们讲，只要这些“念想”
在，根就在；根在，枝就在；枝在，叶就在。有
了这些“念想”，子孙们就会生出家庭荣誉
感，就会懂得“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
羞”，就会发奋图强，清白做人，以“立身行
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而完成“孝之终
也”。在第一季第46集讲到的“广东南社
村”，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对社会有贡献，
村人就给他在祠堂立活牌位，以此激励人们
迁善改过。在第二季第35集讲到的“青礁
村”，我们看到，福建厦门青礁村颜氏人家用
数十年的时光续修族谱，让台湾同胞心向祖
地。在第四季第44集讲到的“和平镇”，我们
看到，福建和平镇村民自发组织建工队，用
5年时间，修缮了老房子，极大地提高了族
人的凝聚力。

令人欣慰的是，《记住乡愁》的拍摄，有
力推动了古村、古镇、古街区、古城的保护，
无论是为当时的拍摄需要，还是播出后地方
政府从节目阐发中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的
价值，都普遍掀起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热
潮。2016年，《记住乡愁》第二季拍摄了福建
安溪。节目《南岩村：知难而进》播出后，当地
政府及村民进一步重视文化传承。政府邀请
专家对古村落重新规划，村民积极参与，经
过3年多的保护、修复，2019年6月，该村被
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不少村落，干脆竖起了《记住乡愁》拍摄
地的招牌。

2020年《记住乡愁》第六季采拍云南
《通海古城——山水古城，和合而居》。节目
播出后，极大地提高了通海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202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通海被列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我在全国积极宣传《记住乡愁》
节目，希望更多人意识到传统文化和传统乡
村的美好。在监狱里，有个服刑人员看了节
目后说，祖国这么美好，我都没有游览过，我
为什么要炸掉别人，再毁自己，从此我要主
动配合改造。另一名服刑人员说，原来中华
文化这么博大精深，这么美好，从此我要主
动接受改造。

由此可见，《意见》的出台，是多么意义
深远。

二、从“境教”看《意见》的重
要意义

早年读《岳阳楼记》，不太理解范文正公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年
近不惑，越来越敬佩范公。找来《宋史》，看范
公传，不禁潸然泪下。读完，就特别想到范仲
淹当年读书的醴泉寺看看。有一年，在济南
讲完课，便前去拜谒。

据史载，醴泉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为
庄严法师创建，后圮。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
建，恰逢寺旁山腰有一泉涌出，无比甘美，报
之中宗，赐名“醴泉”，醴泉寺由此得名。与大
多数寺庙坐北朝南不同，醴泉寺位于一条南
北走向的山谷正中，坐南面北，三面群山环
绕，一侧天宽地阔，蔚为壮观。大门两侧，一
对石狮雄视四方。拾级而上，山门翘角飞檐，
雄伟庄严。院落层层叠进，门正对着大雄宝
殿，中有释迦牟尼宝像，系一巨石刻成，仅头
部就有一米多高。殿后为范公祠，与大雄宝
殿前后并列。范公祠也是面南背北，且高出
主殿2米，故有“天下寺院皆崇佛，唯有醴泉
独尊儒”之说，足见对范公“先忧后乐”思想
的崇尚与敬仰。听导游讲，当年范仲淹在这
里读书时，住持慧通大师对他照顾有加，向
他传授《易经》《左传》《战国策》《史记》及诗
词歌赋，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这引起一些
小和尚的嫉妒，常常吵吵嚷嚷，又以“饭后
钟”相戏弄。于是，范仲淹躲到寺南一僻静山
洞读书。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范
仲淹“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
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薤十数茎，酢汁
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就
是著名的“划粥断齑”。简单翻译一下，就是
每晚煮一锅米粥，一夜凉冷，次日早用刀划
为四块，撒上切碎的咸菜末，早晚各吃两块，
就是一天的伙食。

好奇心驱使我前去探幽。从醴泉寺向
南，一路寻找，费了好大劲，在黉堂岭的悬崖
下，找到一孔石洞，就是范公的“读书洞”。这
里的确是一个适宜读书之地。人迹罕至，四
周静寂，溪水潺潺，鸟鸣声声。这时，再吟“昼
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
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让人有
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

如果不到实地瞻仰，很难体会其中的
况味。

也就在这里，导游告诉我，有一天，范公
正在洞中读书，只见一灰一黄两只小老鼠吱
吱乱叫，他忙将老鼠驱赶出去。老鼠逃出洞
外，钻到荆棵树下。范公追到跟前，只见两鼠
以爪扒地，望着他，并不离去。范公很是惊
奇，取来铁锹挖开鼠洞，原来荆棵树两侧竟
然是地窖，一窖黄金，一窖白银。范公不为所
动，随手埋好，复回洞中读书。范公离寺30
年后，醴泉寺遭受火灾。此时，范公正在西北
戍边。慧通大师派人找他求援，让他帮助重
建醴泉寺。范公热情款待来人，却只字不提
修寺之事，只将一封书信带给慧通大师。

慧通大师拆开书信，原来是一首五言

诗：“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院，
一半济僧人。”慧通大师让人去挖，果然。范
公宁可“划粥断齑”，面对金银却丝毫不动一
念的高尚品格，感天动地。

这一天，我突然觉得，真正的阅读，应该
“在现场”，一树一木，一花一草，一台一阶，
都是文字，都是语法，都是修辞。这种“在现
场”获得的“气息”，是我们只读《宋史》，只读
《宋朝事实类苑》无法替代的。这大概就是
古人讲的“境教”的重要性，也是古人讲的

“行万里路”的重要性，也是国家倡导青少
年研学旅行的重要性，更见《意见》出台的
重要意义。

三、从“文教”看《意见》的重
要意义

2020年，宁夏早教协会会长贺秀红女
士筹备开发《记住乡愁》和“文学之乡”两个
研学旅行线路，我出生成长的老堡子（位于
宁夏西县将台堡镇明星村粮食湾）正好是二
者的交汇点。她看好我的故乡特别是老堡子
的潜在价值。

实地考察后，她给我说，到村里一看，让
人既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新农村建设让
乡亲们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遗憾的是，没
有把我的长篇小说《农历》描写的“乔家上
庄”原貌保护下来，使之成为一个“文学邮
票”、一座影城。我说，这是大势，要说，还要
感谢政府，没有把这些老堡子推掉，当年和
石舒清陪同李敬泽“走马黄河”时，他曾上过
这个堡墙，说，这些老堡子，你们要保护好，
这可是西海固大地上的宝。

《农历》的原型村已经看不见了，只让孩
子们在这里看这座孤零零的堡子，显得有些
单调。于是，贺秀红建议，选一些对孩子们有
教育意义的老照片，由她装框悬挂在几间老
屋子里，以此“还原”“乔家上庄”的样子，帮
助大家走进“农历世界”。

很快，有60位家长和孩子走进堡子。家
长和孩子们对这些照片的喜欢，出乎我的意
料。之后，大家在堡子里齐读《农历》，场景感
人至深。

2021年，又有人组织了100位家长和
孩子，在老堡子里读《农历》，分享老锅土灶
炸的油饼。其中，包括把《农历》在喜马拉雅
诵读了21遍的7岁小朋友刘一然。那情景，
更加让人感动。可是，当熟读《农历》的家长
和孩子出了堡子，要找《农历》小主人公五月
和六月过大年点香的巷道、元宵送荞麦灯盏
的人家、中秋送梨的人家时，我却无法一一
指给他们，因为那些黄土小院已被拆掉了，
而且，想要根据照片恢复也很难了。

记得2020年国庆假期，当我一进村，发
现村子变得我不认识时，直觉得自己的生命
之根被一刀砍断了，一种巨大的无根感几乎
把我击倒在地。

同样，一些想把拙著《农历》搬上荧屏的
编导，实地考察后，也是扼腕叹息。

写这篇稿子时，教育家叶建灵正在我老
家踩点，准备国庆假期带一些家长和孩子来
研学旅行。我心想，如果这份文件能够早出
来两年，也许政府就会把这个“农历村”保护
下来，让它作为一张“文学邮票”、一个村庄

“文学馆”，让研究《农历》的学者和热爱《农
历》的读者实地考察、现场感受。

相信，借着《意见》的东风，全国各地一
定会保护一批重要文学作品的原型村、镇、
巷。否则，随着一个个“原型”的消失，其承载
的文化价值也就消失了。这是大地的损失，
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

由此可见，《意见》的出台，是多么重要，
多么及时。

最近一段时间，饭圈乱象成为公众关心
的热门话题。粉丝为明星打榜投票把大量牛
奶倒掉，为维护自家爱豆在网上互撕、拉踩引
战；在粉头或后援会的运作下集资、控评，放
出各种八卦、爆料乃至频频举报，污染网络舆
论环境。随着越来越多明星艺人的不端行为
被揭开，他们在粉丝和公众前的“人设崩塌”
令人大跌眼镜，人们不由地为粉丝们叹
息——为你家爱豆这样，真的不值。

是什么原因导致粉丝群体做出这样的非
理性行为？其中一个根源就是，粉丝与偶像形
成了一种单向度关系，粉丝对偶像的消费已
经不是对其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而是
对其人格化符号的消费。换句话说，在文化消
费中，优质内容本应是大众文化产品的生命，
不论是一台戏、一首歌、一部电影，受众最关
注的应该是作品的好坏；但在粉丝与偶像的
关系中，有没有好作品反而是次要的，处于非
理性狂热中的粉丝只看是不是自己的爱豆，
才不管他或她舞跳得怎么样、歌唱得好不好
听、戏演得出不出彩，更不会去反思自己“追”
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为何在某明星因涉嫌
强奸被批捕后，网络上竟有不少死忠粉扬言
要“劫狱救哥哥”。在这类粉丝那里，偶像俨然
成为他们心中的“卡里斯马式”人物。

粉丝对明星艺人的喜爱和追捧，不仅不
能剥离作品，相反，作品的优劣高下应该是明
星值不值得去“粉”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作为
粉丝的雏形，最初的发烧友正是有一定艺术
修养、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的一批人。他们对当
时的流行文化或小众艺术倾心着迷，不仅对
痴迷的乐手、歌手、影视明星的演奏、演唱、表
演如数家珍，更能表达出自己对其作品的观
点和见解。反观今天的一些粉丝，他们只欣赏
偶像在聚光灯下炫目华丽的光鲜外表，只关
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隐私八卦，只盲目为他们应援打
榜、高额投入，而不去真正想想，作为艺人，他们的演
技、唱功究竟如何，有没有拿得出手的过硬本领。

单纯苛责粉丝群体意义不大，其主体是24岁以
下的年轻人，尚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
成、尚未定型的阶段，面对经纪公司、营销号、娱乐网
站、粉丝组织等洗脑式的情绪煽动和情感控制，很难
招架得住。因此，将他们关注的焦点从偶像本身转移
到他们提供的文化产品上，才有望摆脱对偶像本人情
感、心理的依附，才有可能建立起非人格化的客观、理
性的评判标准。

如果说，关注对象的转移是解决非理性追星的第
一步，那么还有第二步。

面对大众文化产品，我们固然可以只求满足消遣
娱乐的需要，收获欢声笑语，也可“寓教于乐”，生发对
世界人生新的思考，更高层面没准还能获得审美享
受，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必须要辨别：它提供给我们的
是真善美，还是假丑恶。这就需要我们具备审美判断
的能力。

蔡元培在《美学观念》中说：“美感在乎赏鉴，固美
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审美判断的核心在于对美丑
的判断。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对书法、绘画、雕塑等传统
艺术形式的赏鉴，更适用于对大众文化产品格调、品
味的判断，因为后者不仅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有文化
属性。

辨别美丑需要明确何为“美”。古今中外的哲学
家、美学家、艺术家对此都曾做过精辟的论述，其中，
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观点在当下尤
其具有现实意义。车氏认为，“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
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
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
那就是美的。”

那么，在一些偶像明星所提供的文化产品中，能
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
生活”吗？能“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吗？显然
未必。姑且不论一些综艺节目和影视剧集中矫揉造作
表演、虚与委蛇的人设、缺乏营养的台词，一些明星艺
人生产出的“丑”不止一端，而这正是粉丝群体应当自
觉抵制的。

首先是“颜值拜物教”。流量时代，大屏小屏上充
斥着近乎千篇一律的俊男靓女，这些“小花”“小鲜肉”
精心修饰的妆容、近乎完美的身材、时尚新奇的穿搭
令无数粉丝崇拜不已、跟风效仿，也一定程度上让“颜
值即正义”的观念广为传播。“值”是一个量化的概念，
而一切量化的前提是要有统一的标准。“颜值”一词的
风行反映了对人物外貌评价标准的单一化理解，这不

仅对那些“低颜值”的人是一种不公平和冒
犯，也违背了正常的自然规律，并非生活本
来的样子。古代神话中女娲造人，个个不
同，就连龙生九子，也形态各异。作为万物
灵长的人又怎会勘不破这一点？究其原因
在于，人们看到了“高颜值”的好处，让人羡
慕、能为面试升职加分、能有美丽的邂逅，
这些熟悉的桥段，不正在当下一些影视剧
集里频繁出现？更有甚者，通过贩卖男色、
女色打擦边球，制造营销爆点，吸引流量，
满足受众的低俗审美。试想1500多年前，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就已在关注士人
的才情与风度，多么令今天只看脸的我们
汗颜。

其次是通过扭曲、放大“性少数群体”
的情感关系，“卖腐”，营销“男男CP”，满足
特定受众的审美，“耽改剧”是这方面的代
表。近年来，“耽美”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影
视剧炙手可热，吸引了大量流量。第一财经
商业数据中心2021年二季度“CBNData
明星消费影响力榜”上展示的“90后”男明
星中，不少都因出演“耽改剧”而走向流量
巅峰。尽管因相关法规的约束，“耽改剧”已
由以往表现同性情爱转向不那么明朗的

“兄弟情”“知己情”，但仍无法改变其为追
求流量而罔顾艺术创作规律的事实。具体
体现为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比例失衡。与
充斥荧屏的“耽改剧”相比，“性少数群体”
在实际生活中的比例相当少，通过影视剧
集放大后，造成同性关系十分普遍的假象，
违背了艺术创作中“求真”的价值观。其次
是价值缺位。“耽改剧”并不意在严肃讨论

“性少数群体”的真实状况与价值诉求，而
是资本逐利的商业化行为，常常通过捏造
情节、架空历史、贩卖暧昧等手段吸引流

量，丧失了文艺作品对受众价值观的引领，违背了艺
术创作中“求善”的价值观。第三是内卷危机。“耽美
剧”同质化倾向已愈演愈烈，反映出从业者艺术想象
力的枯竭和题材创新能力的匮乏，已从内部构成了这
类题材剧集的危机，体现出对“求美”的力不从心。

再次是通过强行捏造情节、给剧集注水，制造
CP，满足观众“磕CP”需求。影视剧本应服从艺术创
作规律，塑造丰满、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营造可信、
感人、多面的人物关系，但为了制造CP博取流量，创
作者不惜把人物捆绑在一起，通过无意义情节的堆砌
硬造CP，其背后是迎合“CP粉”的流量冲动。强行制
造CP不仅损害了大众文化产品的艺术水准，更加剧
了明星形象的假面化。一些流量明星为享受因剧中人
物组合而带来的流量红利，把CP关系带到剧外，在
网络平台、综艺节目中刻意营销，营造虚假人设。而事
实很可能是，一对男女CP各自都有伴侣，被狗崽曝
光后，不仅会因人设崩塌被“CP粉”抛弃，也给片方带
来巨大经济损失。试想，如果剧里剧外都是表演，那粉
丝群体所“粉”的岂不俨然成了无所附丽的资本画皮？

回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以上所梳理的大众
文化产品中的消极一面，归根结底来说，都可用与生
活无涉或者“反生活”来概括。解决饭圈乱象问题，要
着力引导粉丝群体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让他们沦为埃
伦·迪萨纳亚克在《审美的人》中所提到的那种公
众——“多种多样的、没有面孔的、像今天一样被广告
和新奇所支配的公众。”

粉丝群体具备以鉴别美丑为核心能力的审美判
断力并非一日之功，既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粉丝自
身不断加强美育，也需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大众文化领
域营造健康清朗的审美风尚。

正如柏拉图所说：“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
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
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围一切都健
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秀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
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
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其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
美于心灵的习惯吗？”这种审美理想正应当成为我们
社会全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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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民族画报社高级记者、蒙古族摄影师巴义
尔创作的散文集《蒙地写意》（汉文版）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
版发行。

这部人物类纪实散文集选取了21位当今文化艺术界的
知名人士，以访谈、记叙、回忆等形式介绍人物经历和作品，体
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生活细节。书中人物包括萧乾、牛汉、李
凖、玛拉沁夫、鲍尔吉·原野等作家和美丽其格、陈志农、胡佩
衡、侯一民、阿拉坦其其格、娅伦·格日勒、巴森扎布、腾格尔、
朝戈等艺术家。全书20万字，印刷精美，雅韵四溢，是“真人真
事的文学、散文化的新闻人物故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史料
性，亦是草原民族人物的文学化呈现。 （欣 闻）

《蒙地写意》讲述草原人物故事

本报讯 9月9日，由中国萧军研究会主办、中国萧军研
究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委员会承办，雪石担任总策划、总导演
的“蔡诗国兄妹四诗人诗选朗诵会”在线上举行。中国萧军研
究会会长王福全代表主办方致辞。

蔡诗国、蔡诗华、蔡诗峰、蔡小青四兄妹出生于湖北一个
农民家庭。他们热爱写诗，30多年来先后出版了多部诗集。在
朗诵会上，焦岩、周海英、王凤英、赵春萍、隗春凤等20多位朗
诵艺术家精彩演绎了“蔡氏四诗人”的代表诗作。大家在交流
中表示，兄妹四人同登诗坛，并坚持数十年进行诗歌写作，这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希望“蔡氏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不
断探索，写出更多优秀诗作。 （易 明）

蔡氏四诗人诗歌朗诵会举办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鸭绿江》杂志副理事
长吴正格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5
日在沈阳逝世，享年76岁。

吴正格，满族，中共党员。1979年开始发
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
品《人生恋曲》《御厨轶事》《食为天酒楼》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
文联退休干部罗秋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年9月6日在遂川逝世，享年83岁。

罗秋敏，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窈窕酒家女》
《花落小红楼》《黑色残阳》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杭州市作协原
主席薛家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
月6日在杭州逝世，享年83岁。

薛家柱，笔名罗岩。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小城故
事》《异国侠侣》《济公》《红顶商人胡雪岩》等。

薛家柱同志逝世

罗秋敏同志逝世

吴正格同志逝世

（上接第1版）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强化网上道德示范

引领，广泛开展劳动模范、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
人、优秀志愿者等典型案例和事迹网上宣传活动，推动形成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文明环境。深化网络诚信建设，举办形式多
样的线上线下品牌活动，大力传播诚信文化，倡导诚实守信的价
值理念，鼓励支持互联网企业和平台完善内部诚信规范与机制，
营造依法办网、诚信用网的良好氛围。发展网络公益事业，深入实
施网络公益工程，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文明志愿服务和网络
公益活动，打造网络公益品牌。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培育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规则，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文明
创建工作制定出台符合自身特点的网络文明准则，规范网上用
语，把网络文明建设要求融入行业管理规范。着力提升青少年网
络素养，进一步完善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网络素养教
育机制，提高青少年正确用网和安全防范意识能力，精心打造青
少年愿听愿看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健全防范青少年沉迷网络工
作机制，依法坚决打击和制止青少年网络欺凌，保护青少年在网
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强化网络平台责任，加强网站平台社区规则、
用户协议建设，引导网络平台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互联网行
业自律，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价值导向，督促互联网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行业组织引导督促作用，促进行业
健康规范发展，鼓励支持各类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网络文明建设。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深入开展网络文明
引导，大力强化网络文明意识，充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大节庆
和纪念日组织开展网络文明主题实践活动，教育广大网民自觉抵
制歪风邪气，弘扬文明风尚。进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产、信息发布
和传播流程，深入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构建以中国互联

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深入推进“清
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深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众账
号、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理，开展互联网领域
虚假信息治理。健全网络不文明现象投诉举报机制，动员广大网
民积极参与监督，推动网络空间共治共享。坚持依法治理网络空
间，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网络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环
节，发挥法律法规对维护良好网络秩序、树立文明网络风尚的保
障作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贯彻实施，加快制定修
订并实施文化产业促进法、广播电视法、网络犯罪防治法、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创新开
展网络普法系列活动，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文明创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
媒体中心作用，加强网民网络文明素养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推动
基层开展网络文明建设活动。开展军民共建网络文明活动，促进
军政军民团结。积极打造中国网络文明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
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深入实施争做中
国好网民工程，引导广大网民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
导全社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化网络环境。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
重要意义，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
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网信办、文明办
要牵头抓总，加强对网络文明建设的组织指导和协调服务。注重
发挥网民主体作用，广泛搭建平台，开展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网民
特别是青少年网民主动参与网络文明建设。加大政策、项目等扶
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对网络文明建设提供财力物力支持。加强
对工作规律的认识把握，不断推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渠道载体
等创新，增强网络文明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