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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是习近平同志写于 31 年前的一
篇词作，其时作者尚在福州工作。诗词是作者繁忙政务的

“余事”，偶有所作，却臻绝唱。诗为心声、词乃情物，从这首
词里我们读到了作者博大深沉的人民情怀、家国忧思、献身
精神，词的成功也正在于此。

早在 2017 年，著名弹词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邢
晏芝，就将这首词谱唱为弹词开篇。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
中，邢晏芝这位有着42年党龄的老艺术家，再次对这首作品
进行雕琢与润色，以“音乐党课”的形式走进机关、校园、基层
单位，雄浑激昂的弹词旋律、深情鲜明的艺术形象，每使听众
沉浸其中深受感染。

由邢晏芝谱唱《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我不禁想起上世
纪60年代初，由上海评弹团赵开生谱曲、余红仙演唱的毛主
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以吴侬软语和弦索器乐为
基调、由雄浑壮丽的交响乐为伴奏的女声弹词独唱，风靡一
时，一曲《蝶恋花》几乎成为苏州评弹的代名词。它的成功很
大程度上在于，创造了新的唱腔艺术、新的音乐形式、新的演
唱技巧。弹词音乐创作特性可概括为“传情”与“造境”，“传
情”是对创作对象的情绪体验和情感提炼，“造境”则是基于
创作者心理体验之上的艺术画面呈现。《蝶恋花》就是深入把
握了领袖诗词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基调，着力塑造长空万里、
英雄泪飞的寥廓画面与雄壮诗意，为此谱唱者将诸多弹词流
派唱腔冶于一炉、推陈出新，创作出时而雄浑、时而深沉，时
而壮阔、时而跳跃的音乐旋律。

弹词新曲《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也是如此。词作者对焦
裕禄无限景仰、追怀不已。他曾动情地回忆起上初中一年级
时，一位政治课老师讲授焦裕禄的事迹数度哽咽，多次泣不
成声，给同学们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他说，“这节课在我的
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对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很重要
的影响。”2014年3月，在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他还满含
深情地朗诵了这首旧作。焦裕禄被称为人民的好公仆，焦裕
禄精神的核心是“亲民爱民”。这也正是词作者的思想底色
与理想信念。40 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历
经村、县、地、市、省直至中央等多层级领导岗位，到一个泱泱
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时刻
想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始终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员”。“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
他最坚定的誓言。《念奴娇》词由追思焦裕禄而起，以自我抒
怀而终，词的上阕是对前贤深情缱绻的追思颂扬，下阕是词
人主体慷慨激昂的言志抒怀，“人民情怀”则是洋溢全词的主
旋律、主基调。

邢晏芝的谱曲首先就深入感悟了蕴含在词作中的深湛
思想和磅礴情感，并探索着用最合适最恰当的音乐旋律来表
达这种思想、传递这份情感。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邢晏芝就
以“音随情回，字随腔转”独特声腔表达方式创立了“晏芝
调”，“晏芝调”以弹词传统曲调“祁调”和“俞调”为基石，具有
清丽圆润、委婉缠绵的艺术风格。在这首新作中，邢晏芝没
有墨守自己的唱腔，更没有炫耀自己的唱腔，而是从深入体
悟到的思想感情出发，选择了音域开阔、明丽刚健的后期“丽
调”作为演唱的音乐基调。特别是开头“魂飞万里，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数句，借鉴了徐丽仙晚年谱唱《望金门》等作
品的唱腔处理技巧，声调旋律波叠浪涌又徐缓绵延，营造出
宏阔壮丽、感人至深的开场意境，将听众的情绪渐渐引入对
焦裕禄的深切怀念追忆之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是唱腔中的一处华丽亮点，这似乎是一个反问句，其实
是一个设问。“把泪焦桐成雨”，既是词作者心目中涌现出的
英雄人民群像，又是人民群众对“好官”的爱戴与呼唤。邢晏
芝无疑深刻体验到这上下两句的情感呼应与思想连接，她以
亲切柔和的声调唱出“百姓谁不爱好官”这个问句，旋即就以
更加深挚、更加舒展的声调来传递出“把泪焦桐成雨”的内在
情感激荡。“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
改英雄意气！”提炼出焦裕禄精神中最为震撼人心的慷慨誓
词，节奏加快，急拍繁弦，迅速将情感推进到高潮。至“毋改
英雄意气”，节奏渐回复至行板与柔板，使词的上阕形成一个
圆满的情感回环。

词的下阕仿佛在一瞬间将镜头由万里长空收回窗前灯
下，由神游驰想转而抚躬披卷。邢晏芝在下阕的演唱中，着
意于营造一种“小镜头”的画面感和深层次的意境感，在由声
音塑造的画面中渐次烘托出词作者勤政的身影、博大的襟
抱、伟大的思想。“依然明月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数
语与词作前的小序“中夜，霁月如银，文思萦系”呼应。此时
词作者正在披读《人民呼唤焦裕禄》的长文，这是时隔 24 年
后，穆青等三位新华社老记者回访兰考后写下的长篇通讯，
其中有绵绵的思念，有热切的呼唤，也有深沉的忧思，激发起
了词作者强烈深沉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
寐。邢晏芝再次以清丽的“丽调”徐徐呈现出一幅霁月如银、
灯下披读的温暖画面，但节奏是多层而变化的，在“明月如
昔、思君夜夜”的抒情小夜曲中，又蕴含着“肝胆长如洗”这样
的铿锵旋律。“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上半句以和
声合唱出之，“两袖清风来去”一句尤显得轩昂洒脱，情怀毕
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这是词作抒怀言志
的点睛之笔，邢晏芝的演唱节奏渐渐加快、有力，使我们仿佛
看到词作者合上书卷，缓缓起立，目光坚定地凝视着窗外，如
磐的夜色更增添了他内心的力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
碧”是整首词的最后两句，在弹词中称为“落调”，是开篇谱唱
的关键部分。经验老到的创作者往往在“落调”处着意经营，
既创造出富于“画面感”的镜头定格，又使整个作品产生余音
袅袅、回旋萦绕的韵味。邢晏芝同样独具匠心，她先以深沉
低回的清唱缓缓吟出“绿我涓滴”四字，再衬以高昂壮阔的交
响和声唱出“会它千顷澄碧”，尾句两遍重复演唱，在听众眼
前展开了一幅碧海无边、举目澄澈的壮阔图卷，形象诠释了
词作者坚定的理想抱负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曲艺家协会
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

传情与造境
——从邢晏芝谱唱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谈起
□ 潘 讯

□ 本报记者 陈 洁

严控偶像养成，
抵制“流量至上”

文娱行业近年来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文化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大量社会资本裹挟着算法、
流量逻辑涌入文艺领域，滋生了流量至上、
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天价
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歪风邪气，严
重污染了社会风气。

继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
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之后，9 月 2 日广
电总局再度发文，要求三类艺人（违法失德
人员，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
员）坚决不用、两类节目（偶像养成类节目、
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及真人秀节目）不得
播出，被外界认为是从源头上遏制“流量至
上”之举。

提到狂热追星，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
到杨丽娟这个名字。十几年前，这名刘德
华的女粉丝为了见偶像一面走火入魔，最
终逼得溺爱她的父亲卖房割肾、跳海自杀，
酿成人间悲剧。

但严格来说，“杨丽娟式追星”这个反
面教材尚属个例，今天的“饭圈”本质上已
与此不同，从远观、仰望明星到资本的介入
打造明星，追星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

今年5月，一段“倒牛奶”的视频刷新了
人们对于“饭圈”认知的底线。视频中，几位
受雇的中年人围坐在沟渠边，将一箱箱牛奶
径直倒进沟里，只留下奶盖和空瓶。而之所
以出现这一幕，竟是源于粉丝们为了获得奶
制品瓶上的二维码，给《青春有你3》的选手
投票。因为规则是一个二维码只能投一次
票，为了让“爱豆”成团出道，粉丝们拼命购
买产品，全然不管被浪费掉的牛奶。

这一极端事件，正是“流量至上”在文
娱圈的一个缩影。

何为偶像养成？“养成”的概念最早来
自日本的模拟养成游戏，在游戏过程中，玩
家通过培育特定对象，使其在游戏中获得
成功，获得自我满足和成就感。而后，这一
概念被引入文娱圈，粉丝们从被动地崇拜
明星，到开始主动地参与到塑造、养成明星
的队伍之中。

只要票数高，就能获得好名次，不管才
华有几许。平台设置的这些规则，让粉丝
看到了“投入”的回报。一方面，为了“养
成”自己的偶像，粉丝一掷千金；另一方面，
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这样的“养
成”方式变为“顶流”，成为文娱圈最热门、
最滚烫的“星”。

然而，当粉丝会、后援团从过去的因为
热爱一致而走到一起的社团，逐渐演变成资
本运作的一种商业模式后，急功近利、唯利
是图的价值取向也不断渗透到文娱行业内，
制造出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因为“流量至上”，会演戏的演不过不
会演戏的，劣币驱逐良币时有发生；

因为“流量至上”，一些违法失德艺人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有的通
过网络平台直播带货，依然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流量至上”，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的孩童也着急忙慌地被拽入娱乐圈，其中
最近被叫停的“天府少年团”平均年龄 8
岁，最大的11岁，最小的仅7岁。

流量本是个中性词，但当“流量”决定
一切，甚至不惜买流量，造假流量，以银子
换热度，以热度挣银子，就是价值导向和娱
乐界的生态出现了问题。无所不用其极收

割流量，搅乱了公序良俗，助长了社会浮躁
心态。而偶像长期输出低水准作品，对粉
丝精神世界也是一种毒害。

拒绝畸形审美，
重塑行业生态

演员郭柯宇讲述了上世纪 90 年代她
踏足娱乐圈时的文娱生态，那时候不讲流
量，大家都是拿作品说话；在外拍戏，先拍
老演员，早点让他们回去睡，椅子让给老演
员坐，年轻人站着。

这些年，游戏规则变了，“颜值即正义”
让文娱行业呈现出不正常的生态。

2016 年，有剧组人士指责“小鲜肉”不
敬业，拍戏给的时间紧，剧组只能用真人倒
模，订做了两张人皮面具，用替身拍摄。
2017 年，一部热播剧出现大量抠图绿幕画
面遭诟病。主演只演特写，且是在摄影棚
内用绿幕单独拍摄而成，后期通过抠图的

方式，把他（她）嫁接到各种背景中去。而
此前，金星还在节目中揭发过所谓“数字小
姐”。她说，某当红一线女星在拍戏时都是
念数字：“1，2，3⋯⋯”，根本不背台词。

唱歌走调、面瘫式演技屡遭诟病，但在
畸形的审美世界，唱得好不好、会不会演戏
不重要，只要有流量，粉丝会“控评”；只要会

“上热搜”，就能名利双收。在流量靠刷、人
设靠造、走红靠撕、评论靠控、口碑靠营销的
乱象中，没有作品的流量艺人进一步滋生了
可以为所欲为的心理，这也是近期代孕、强
奸、逃税、嗑药等顶流纷纷“塌房”的原因。

畸形的审美观念下，不少文艺作品从
追求精粹、气象、美丽，沦落为粗糙、迎合、
审丑。

近年来，“娘炮形象”在文娱圈愈演愈
烈，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在影视圈，

“耽改”之风也成为捧红艺人最便捷的手段
之一，一些所谓的“耽改剧”，甚至通过捆绑
主角大炒“男男 CP”火爆，刻意卖俗、卖腐，
对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造成冲击。

经纪公司要想尽办法维护和营销艺
人、作品的流量，而影视制作公司挑选艺人
的逻辑，也从适不适合角色的标准，变为以
数据和番位论英雄，“大IP+小鲜肉”成为标
配，“演技不够、流量来凑”成为一时风潮。

一些文艺作品在内容上面也在跑偏。
抄袭之风、悬浮之困、炒作之恶屡见不鲜，
在视野窄化、格局低下中推出的一些文艺
作品，失去了生活的肌理，扼杀了时代鲜活
的生命力，在流量的挟持下，将大众审美一
步步带入歧途。

对此，8 月 2 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
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
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到，要健全文
艺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
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
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
放在首位，不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商
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痛击天价片酬、阴阳合同，
阻击资本“割韭菜”

流量艺人背后的资本局，更值得警惕。
花钱送“爱豆”出道是第一步，流量明

星成长的每一段“花路”，都是粉丝用大量
的金钱和时间砸出来的。而粉丝的“为爱
发电”，却成为资本“割韭菜”的底气。

不仅打榜投票、刷点击量是粉丝们的日
常，集资和购买代言商品也是“饭圈”的必备
功课。有的小学生花60多元买一瓶偶像代
言的可乐，有的上班族在家里囤了上万元的
洗发水、面膜用不完。更有一名研二学生疯
狂追星一年多，开销高达6位数，还欠下3万
多元网贷。还有的粉丝为了重复多次给艺
人投票，购买身份证号、手机号，反复多次作
假。为了稳准狠地踏准流量“风口”，有的商
业品牌甚至将与艺人的签约期限从一年一
签缩减为三个月一签，这也反过来敦促“饭
圈 ”永 远 卖 力 地 刷 票 。 选 秀 节 目《创 造
101》，孟美岐和吴宣仪的粉丝为了“爱豆”争
C位，集资额达到了千万级别。

而光靠粉丝人肉刷数据，根本无法达
到庞大的量级，据报道，一些追星APP成为
虚假流量背后的直接受益者。有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获得融资的饭圈追星类平台
已多达28家，融资总金额超6.4亿人民币。

郑爽出演《倩女幽魂》的天价片酬曝光
后，网络上流行起一个新的“计量单位”：

“一爽”。一爽=1.6 亿，爽一天=208 万。日
前，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查明郑爽

2019 年至 2020 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
1.91 亿元，偷税 4526.96 万元，其他少缴税
款 2652.07 万元，依法作出对郑爽追缴税
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99 亿元的
处罚决定。

除了以阴阳合同掩盖天价片酬，偷逃
税的途径就更多了：“分批次签合同、分种
类签合同、开各种名目的子公司、去低税处
开公司、开证券公司、做假数据、和厂家串
通买明星代言产品的销量、票房数据作假、
包空白场次、套现转移资产到境外、在境外
开公司、境外置业⋯⋯这里头的道道，每个
都能说一天。”经纪人宁哥说。

而近年来大量明星参股、入市上市公
司，闯入资本局，背后另有玄机。资本为什
么青睐娱乐圈？因为获利高、见效快、易洗
钱，只要“控制”了一些流量艺人，就能快速

“割韭菜”。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

锦华在直播中表示，她一直在观察流量明
星、顶流与公司股价、资本的关联，最后发
现它只是把资本的逻辑极化和外在化了，
把所有的速率都压缩了，让它更快地变
现。她认为：“这种极化的形态关闭了太多
的空间、太多的可能性。不能让流量、资本
主导一切，尤其是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

跳出不良的“饭圈思维”
树立正确的偶像观

不良的“饭圈思维”，对个人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尤其是青少年成长带来极坏影响。

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超级女声》，更
多的关注点是让草根有了一夜成名的机
会，那么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偶像养
成，粉丝则通过共同创造明星，实现自我价
值的认同。

今年44岁的南京会计陈琳甚至没有完
整看过偶像的成名作，只是浏览过一些网友
二次剪辑的视频，就入了“坑”。加入“饭
圈”，一开始无疑带有社交属性，也是“刷存
在感”的一种体现。但进入粉丝 QQ 群之
后，信息茧房中的话术不断刺激着她，明星
的成败就是粉丝的成败，粉丝群一种荣誉和
责任的共同体，让她心甘情愿当起了“微博
女工”，每天刷数据并在群里随时报告。

一个成年人尚且如此失控，又何况青
少年？

半月谈杂志社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
18岁中学生开展“青少年追星调查”。结果显
示，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了追星生
活，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达3年以上。

南京一位中学老师告诉记者，自己的
一名学生也曾深陷“饭圈”，逃课去应援是
家常便饭。在使用了无数方法都无效后，
孩子父亲最后反其道行之，假装同样“粉”
上这个明星，整天沉迷于追星，常在网上掐
架、围攻对手粉丝。叛逆的女儿最终不愿
与父亲同流合污，慢慢开始“脱粉”。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
院副院长郐颖波总结了“饭圈”的三大思
维——“三观跟着五官走”“明星跟着资本
走”“理智跟着情感走”。他认为，如果对
此不加以引导和改变，对青少年未来的人
生和社会风气都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有关专家建议，学校在青少年追星方
面应该主动作为。一方面，应以“我们应该
追怎样的星”等为主题开展“追星”系列大
讨论，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帮助学生们树
立正确的追星观；另一方面，鼓励学生以科
学家、爱国志士为偶像，崇尚偶像的内在品
质和精神世界，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
良好的环境。

重拳整治流量至上重拳整治流量至上、、畸形审美畸形审美、、““饭圈饭圈””乱象乱象、、““耽改耽改””之风之风

廓清风气廓清风气，，重构文娱圈健康生态重构文娱圈健康生态

对违法、失德、失范艺人“零

容忍”！加大力度打击“饭圈”、天

价片酬、畸形审美、“耽改”之风等

娱乐界乱象！继今年6月15日

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饭圈’

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之后，9月，

中央宣传部又会同国家广电总

局、文化和旅游部等有关部门集

中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

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

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关于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

意见》等一系列重磅文件的密集

出台，对下一步整治行动提出指

导性意见。既切除病灶，也铲除

病根，重新培育、打造健康的文化

娱乐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