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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曾是一名资深粉丝，离开“饭
圈”，是因为发自内心的恐惧。

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
“人肉”，被辱骂、被骚扰，甚至被曝光信
息。“网络暴力太可怕了。那些日子里
我不敢开电脑、不敢看手机，从来没见
过的脏话劈头盖脸冲过来。我睡不着
觉，每天担心有人破门而入。”小花说。

频频挑起的网络骂战、站队互撕，
让很多粉丝不安。情绪激烈的粉丝往

往非黑即白，一言不合就暴怒，在公众
场合叫骂或“人肉”对手。“现在的‘饭
圈’乌烟瘴气戾气太重了。”“丸子”感
慨，“粉丝会因一句话、一个帖子甚至
一个细节就在网络上大肆开战。”

小李说，在“饭圈”里，“属性”或“粉籍”
（喜欢哪位明星，讨厌哪位明星之类）要写
得很清楚。“如果粉丝喜欢不止一个人，对
于‘唯粉’（只喜欢某一团体中的一个成
员）来说就是在降低偶像的流量，属于不

忠，会被鄙视。这种精神控制很可怕。”
小王是名大二学生，上学期为了

几场互撕彻夜鏖战，两门挂科。拿到
成绩单，这个一向的学霸感觉突然被
冰水浇透了：“花了那么多精力与一些
无谓的人缠斗，我是疯了吧？再这么
混下去，就会失去自我。”

王玉玊注意到，“饭圈”骂战基本
套路其实大同小异，在有限的几个故
事框架里复制加工，强调非黑即白二

元对立的叙事逻辑。这种话题、故事
的复制传播，会增强粉丝的成就感，刺
激他们付出更多时间、金钱，最终提升
运营方和偶像的商业收益。

粉丝研究学者王宁馨说，骂战愈
演愈烈的另一原因是，一些职业粉丝
通过营销号编造爆料、“火上浇油”。
另外，“饭圈”行为之所以声势浩大，也
因为这些行动以匿名性和群体性方式
完成，代价和成本都很低。

一段时间以来，“饭圈”频频出现
的粉丝非理性追星行为引发社会各
界关注。

追星本无可厚非，但是没有底线
就成了问题。如果粉丝追星追的是
明星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让构成

“饭圈”主体的青少年群体得到正能
量的激励，有助于他们实现自我发展
和认同。

然而，现在的“饭圈”在平台和商
业资本的运营和裹挟下片面追求“流

量为王”，一些组织群体为了自身利
益诱导青少年无底线追星，导致这些
青少年在网上互撕谩骂、拉踩引战、
刷量控评、不当消费，造成了不良网
络文化和社会现象，也误导和侵蚀了
青少年的三观。

还“饭圈”一片清朗，需要聚焦问
题精准打击。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
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
息，目前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 15
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 4000 余个。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集中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
并下发通知重点围绕网络综艺节目
内容内涵、题材类型、评审投票、嘉宾
人员、话题评论等关键环节提出管理
要求。

还“饭圈”一片清朗，需要压实平
台的主体责任。网络平台特别是“饭
圈”较为集中的网络平台应切实负起
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规则和制
度，减少各类不合理的明星榜单，同

时严格管理平台上一些助长歪风的
营销号，主动过滤掉有害内容，处置
不良信息。

还“饭圈”一片清朗，还需多方共
治形成合力。作为偶像，应以崇德尚
艺作为追求，为粉丝传递正能量；明
星经纪团队、粉丝后援会等应引导大
家理性追星；同时，家庭和学校也应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偶像观。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他们为什么逃离“饭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塌房’或许无人伤亡，但很多人的心却碎了。”一些资深粉
丝这样描述“脱粉”的过程。虽然痛苦纠结，一些人还是决然离
开。他们为何逃离“饭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了数十位曾经的“饭圈”成员及文化观察者。

记者采访的对象中，不少是追星四
五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资深粉丝，他们离
开“饭圈”的普遍感受是“累觉不爱”。

小张曾是某明星应援站成员。他
的离开，是因为圈内“工作”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精力。“每次活动都需要制作
宣传物料、准备应援物品、组织粉丝参
与等，要做的工作非常多、非常细，每
一项都要抠。”

后援会中，数据、投票、前线、文案、
美工、策划、公关等各组分工明确。有
粉丝说：“直接开广告公司都没问题。”

追星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前看
MV 是因为喜欢，现在为了跟其他家
粉丝竞争，要拼命刷着看。”有粉丝说。

同时，也有人深深体会到“割韭

菜”的痛感和荒谬。
从15岁到20岁，“玉米友”一直是

狂热的追星族。去年，她毅然离开“饭
圈”，扔掉了堆满房间、印着偶像名字
的毛绒玩具、海报、文具，在电脑里删
除了所有精心整理的文件夹。在她眼
里，“饭圈”正演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

“江湖”，追星沦为一场氪金游戏。
如今，某偶像团体应援组招聘，要

求微博管理岗位应聘者集资不少于
1000元，超话（微博超级话题）等级11
级以上；文案和美工都要求集资超过
500元，超话等级10级以上。

花大力气为偶像氪金使其出道的
现象并不少见。有粉丝说，“我一个没
什么钱的也花了上万元”，“有人一次

能投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还有为追
星卖车卖房的”。

大学生小T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追星
至去年。偶像每次回归，她都会花5000
多元力挺。令她不适的是，粉丝中越来
越弥漫着拜金的味道，以金钱实力划分
三六九等。比如，领取应援物时，被要
求出示买专辑的证明，最少5张；超话等
级则最低7级。“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又不打投又不花钱，拿什么证明你
爱哥哥”，这样的言论屡见不鲜。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认
为，在“使命感”与荣誉感的催眠下，粉
丝全身心投入追逐偶像的乌托邦。但
这一所谓乌托邦实际上由商业力量操
纵——同一模式化的选秀，都是数据

至上的流行文化产业链。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玉

玊说，平台刺激粉丝刷销量打榜，人为
塑造指标，经纪公司制造竞争，营销号
推波助澜……种种诱导粉丝过度消费
以及控制评论的行为机制，是粉丝经
济乱象的根源所在。

“花猫小子”告诉记者，她花了将
近一年时间才真正摆脱“饭圈”的影
响。“在应援会收工的一天，我把卡里
所有的钱都买专辑了，一分钱没剩。
可是却被身边的一个富二代鄙视。那
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以金钱区
分高下的圈子很差，我不能成为别人
炫富和挣钱的工具。那一刻，‘饭圈’
的光环一下暗淡了。”

“他刚出道时太迷人了。歌词是
那么阳光，歌声超级有感染力。”宁宁
曾是某知名男星的粉丝，没想到有一
天“爱豆”会“塌房”。

负面新闻出来时，宁宁的第一感
觉是，“原来他的人设是骗人的”。“曾
经以为他是远离世俗、醉心音乐的天
才，后来发现也不过如此。”于是，她果
断脱粉。

还有一些粉丝在近距离接触偶像
后，发现真实人品与商业塑造人设之

间的反差，于是脱粉。
小 M 最初也是被某明星“高冷撕

漫男”的人设所打动。跟拍久了，她发
现这个明星会在聊天过程中暗示她送
大牌戒指和手链；礼物如果放在普通
纸袋中会被拒绝，放在国际大牌购物
袋中却会秒收。

“觉得他虚伪，与人设不符。”小M
说，“类似事情很多，让人寒心。提醒
自己要及时止损。”

王玉玊说，当前“饭圈”追捧的偶

像，其实是娱乐业效仿日韩打造的新
型艺人。他们区别于演员、歌手，往往
并无突出专长，多是依靠形象迷人获
得喜爱。偶像的核心作品就是其所扮
演的人设。

在业内人士看来，明星人设之所
以容易坍塌，有多重原因。一些明星
的标签化角色与真实的自我并不匹
配，短期可能会收获巨大流量，长远却
潜伏危机。

王玉玊说，更常见的崩塌，是因偶

像违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甚至违反法
律。一些明星受教育程度不高，因偶然
机遇被推至“神坛”，更易膨胀和迷失。

“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应是一场双
向奔赴，在前进的路途中共同成长。”
刘海明认为，要拒斥唯数据、唯流量
的评判标准。正向的“饭圈”文化应
促使偶像不断发光，推动情感向善、
观点多元，让粉丝获得健康向上的精
神能量。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还“饭圈”一片清朗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记
者 彭韵佳 沐铁城）日前，国家医
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建立医
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将
以全面建成权责清晰、保障适度、
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
目标，逐步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
清单制度，公平适度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包含基本制
度、基本政策以及医保基金支付的
项目和标准、不予支付的范围。

在基本制度方面，意见明确保
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制度安排，
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和医疗救助。各地在基本制度框
架之外不得新设制度，地方现有的
其他形式制度安排要逐步清理过
渡到基本制度框架中。

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参保政策、
筹资政策、待遇支付政策等。其中，
参保政策主要包括参保人群范围、
资助参保政策等；筹资政策主要包
括筹资渠道、缴费基数、基准费率
（标准）等；待遇支付政策包括基本
医疗保险、纳入清单管理的补充医
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待遇支付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基础上，将统一制定特
殊人群保障政策。地方不得根据
职业、年龄、身份等自行新出台特
殊待遇政策。

意见明确，各地原则上不得再
出台超出清单授权范围的政策。
对以往出台的与清单不相符的政
策措施，由政策出台部门具体牵
头，原则上 3 年内完成清理规范，
同国家政策衔接。

国家将逐步建立健全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纲要》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已经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必
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开
拓进取，推动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再
上新台阶。

《纲要》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加
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
理体系，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
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
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纲要》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5
年，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职责
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

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基本完善，行
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突发事
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各地区各层级
法治政府建设协调并进，更多地区实
现率先突破，为到 2035 年基本建成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奠定坚实
基础。

《纲要》在以下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一是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推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健全依法行
政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规范
化、程序化、法治化；三是健全行政决
策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行政决策公信
力和执行力；四是健全行政执法工作
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五是健全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依法
预防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六是健全社

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七是健全行
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促进行政权
力规范透明运行；八是健全法治政府
建设科技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数字法
治政府；九是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治
政府建设推进机制。（央视网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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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8 月 11 日电
（记者 董小红 高搏扬）成都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11日通报，截
至2021年 8月 11日，成都市青
羊区光华街道优品道曦岸、高
新区石羊街道都城雅颂居连续
14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自
8 月 11 日 15 时起由中风险地
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在 7月 28日晚的成都市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成都
市青羊区优品道曦岸小区、高新
区都城雅颂居小区被划为中风
险地区。成都市严格落实中风
险地区管控措施要求，第一时间
对该区域实行封闭管理、风险排
查、全员核酸检测、内外环境消
毒、人群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

新华社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 朱程）11 日，扬州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
布通告称，将设置六个重点管
控区域严防疫情扩散。区域内
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
在小区。为保证困难群众生
活，扬州还将对主城区5000户
困难对象按照 300 元/户标准
发放生活物资。

对比此前封控管理小区每
户每 3至 5天限一人外出采购
的政策，此次通告提出，六个
重点管控区域内的封闭管理小
区居民严格执行“足不出户”，
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
在小区，严禁聚集性活动，非
必要不出户。

为及时解决疫情防控期间
部分群众面临的生活困难，扬

州已对主城区封控管理范围内
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及困
境儿童等困难群众按 740 元/
户的标准，发放一次性临时生
活补贴。对确诊病例中的低保
对象、特困供养人员、重度残
疾人、困境儿童，和对因家庭
成员被隔离收治导致基本生活
出现暂时困难的低保边缘家庭
也分别提供特殊救助。

截至 8 月 10 日，扬州各地
已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
5013户、合计 370.8 万元；开展
应急性临时救助432人次，发放
临时救助金6.25万元，发放物资
折计 3.7 万元。从 8月 11 日开
始，扬州将重点为主城区5000
户困难对象，按 300元/户标准
陆续发放米、油、肉、蔬等生活物
资。

据新华社郑州 8 月 11 日
电（记者 韩朝阳）拒不配合防
疫检查打伤民警、隐瞒虚报个
人行程、编造发布虚假疫情信
息……河南省公安厅 10 日晚
集中通报 11 起涉疫情防控违
法犯罪案件，依法严厉打击妨
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其中包括，8 月 4 日，焦作
市孟州市西虢镇全义防疫卡点
民警在设卡盘查过程中，犯罪
嫌疑人郭某琳、杨某怡两人拒

不配合接受检查，并对卡点民
警进行辱骂、殴打，郭某琳使用
一铁凳将民警左腿砸伤。公安
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已对
郭某琳、杨某怡以涉嫌袭警罪
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此外，其他通报案例的违
法违规行为还涉及隐瞒虚报行
程、发布虚假疫情信息、拒不配
合防疫人员扫码测温等。

8 月 11 日，在扬州市广陵
区汶河街道四望亭社区核酸
检测点，助老轮椅小分队的工
作人员王春贵帮助杜彬老人
登记核酸检测信息。

疫情防控期间，在扬州市
广陵区汶河街道四望亭社区，
活跃着一支助老轮椅小分队，
他们上门接送出行不便的老
人前往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

检测取样。
据介绍，四望亭社区共有

居民 2000 余人，其中 60 周岁
以 上 老 年 人 约 占 22% 。 当 地
开设绿色通道和老年人服务
专场，并成立了由 2 名网格长
和 4 名志愿者组成的助老轮
椅小分队，帮助老年居民外出
进行核酸检测取样。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聚焦疫情防控·
扬州疫情管控力度再升级
为特殊人群发放补贴

扬州：助老轮椅小分队在行动

成都两个中风险地区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河南省公安厅通报11起
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

·新华视点·

暴力愈演愈烈、戾气越来越重的圈子B

人设频频崩塌，理想光环破灭C

当纯粹的喜爱沦为氪金游戏A

·新华时评·

狂热的“氪金”游戏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