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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想象的“书香社会”

不像经济发展有GDP等硬性指标
来衡量，究竟怎样的社会才可以称之为

“书香社会”？
“人人爱读书，人人有书读。”新东

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说。
“无论是在公园、地铁，还是在车站、

机场，都可以看到人们，捧着书安静阅
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委员说。

“对个人来说，书香是忙碌之后，学习
充电、心灵得到安慰和沉浸的重要方式。”
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委员说。

代表委员描绘的书香“理想国”，各

有不同，但共同之处是，一个民族、国家
对阅读要有信仰。

我们的阅读出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承认，现在，我们的阅读是
出了问题的：国民阅读率连续下降；“书
香社会”未到，“手机社会”已来；在电
视、电脑、手机的大、中、小屏的冲击下，
浅阅读流行，碎片化阅读盛行。

“真正对经典的啃读，日益式微。”
从2013年开始多次呼吁把阅读作为国
家战略、把孔子诞辰日作为国家阅读节
的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委员说。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太功利。”俞

敏洪说，“且不说别人，就说说学生，多
少人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分数，读那些教
科书可不等于读书啊。”

“现在社会有不少戾气，一些人信
仰的是‘权力’‘关系’‘金钱’‘资源’，认
为这些可以改变人生，这挺要命的。”中
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委员说。

“很多人爱酒香胜过书香，那些‘有
权任性’的人根本不想也不愿意阅读，
哪怕嘴上说爱书香，骨子里还爱着酒
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冰委员说。

“书香社会”怎样建设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

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
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建设“书香
社会”，已经刻不容缓。

“要从家庭阅读开始。”聂震宁说，
“家庭是阅读的基本单元，要营造家庭
阅读的氛围，为人之父母、长辈要率先
读书。”

“要从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开始。”牛
汝极表示，一个社区可以没有电影院、
商店，但不能没有图书馆，要让孩子们
受到影响，知道书的重要性，他们才会
爱上阅读。

“要从那些沉迷于酒香的领导干部
开始。”李冰认为，领导干部开始读书
了，就会有示范效应，带动社会的读书

氛围。
“要更多设立以经典为主要内容

的书柜或阅览角。”社科院外国文学
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委员建议，无论
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开设书吧，如
在咖啡屋、茶馆设立起来，改善阅读
环境。

“我建议，不仅要将列入国家立法
计划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及时完善、
颁发，而且把每年的9月28日定为国
家阅读节，从孔子诞辰切入，激发人们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与认识。”朱永
新说。

记者 熊争艳 徐硙 姜潇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代表委员热议“书香社会”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如何建立阅读的“理想国”

“提供更多优
秀文艺作品，倡导
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

“书香”，一个
多么温馨浪漫的
词汇，今年首次
“亮相”政府工作
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上下
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深厚底
蕴，加上现代展现手段，可以让我们的
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画学会副会长何水法说。

融合发展的孙悟空

在2015年全国两会开幕之前，阿
里影业宣布，由其投资、周星驰监制、徐
克执导的《西游降魔篇2》将于2015年
8月开拍；百度则宣布，第一部作品《悟
空》则由《花木兰》导演巴里·库克和《星
球大战》系列概念设计师伊恩·迈克格
联合执导。

除此之外，腾讯旗下的腾讯互
娱耗资数亿元人民币打造的西游题
材游戏《斗战神》则吸引了好莱坞的

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会长王兴东告诉记者，其实孙悟空比唐
老鸭、米老鼠要早几百年。“阿童木之
父”手冢治虫也承认，是受到了万籁鸣
动画片《铁扇公主》的启发才创作了阿
童木，“可是我们的孙悟空却没有打遍
全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产业
孵化。”

两部电影是互联网企业近年来进
军影视业的结果。对于这种融合发展，
何水法非常有信心：以他的水墨画为素
材的动画作品《雨·荷花》在2014年的

“金猴奖”评选中赢得动画短片的最高
奖项。

何水法告诉记者：“这种艺术联合
的方式以后会陆续做下去。利用中国
传统艺术，通过高科技、做动漫拿到国

外去展示，可以让外国人更加深刻地了
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优势

“互联网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深度融
合，正在成为一个市场价值越来越大的
有机生态系统。”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
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建
议，“保护网络版权、培育正版消费理念
有利于激发内容创作者的活力，是促进
文化产业振兴的基础，也有利于提升我
国文化软实力。”

腾讯互娱曾在2011年率先提出
中国版的融合发展模式——“泛娱
乐”战略。目前从百度、阿里巴巴、
乐视等互联网企业到华谊、光线传
媒等传统影视企业，都已宣布了类

似战略。
“泛娱乐”的关键是打造明星IP。

所谓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
知识产权，它是指一个形象或一个“故
事核”——比如孙悟空、美国队长或者
钢铁侠。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
长万捷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势，

“第一是悠久而系统的资源，第二是碰
上了互联网时代。”

“大家都在网上看，但这个形式
的改变并不能影响文化思想的内涵，
反而推动了内涵向前发展。高超的
现代技术，加上我们传统文化根基和
滋养，一定能创造出我们民族的一些
影响。而这些形象，就是我们传统文
化所传达的人性、人格、人道和人
情。”王兴东说。

两会关注·文化

代表委员热议互联网企业牵手文化产业——

“孙悟空”能否打败“美国队长”？
阿里、百度拍摄的两部“新孙悟空电影”在2015年全国两会前露面，引起了多位文化界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特别是互联网巨头提出的融合发展和“泛娱乐”战略，有望为影视业带
来新的发展契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据新华社电 讲到文艺作品“有高
原没高峰”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陈道
明用4个字概括：“一言难尽。”

他直言，中国电影在进步的同时也
充斥着不少烂片。“如果说欧洲电影在
探讨哲学问题，美国电影在探讨社会和
人性，那中国不少影片是在探底线。”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林
晖 张源培 许雪毅）“人大代表是来审
议报告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怎样
审议报告呢。”7日上午，著名诗人、全
国人大代表舒婷的开场白，真诚直爽。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感受到了政
府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努力。”舒婷说。

接下来，她话锋一转：“在此谈两
个问题。一是我国对版税和稿费征收
的所得税税率很高。二是对书籍盗版
问题打击力度不够。”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舒婷的视野
超越文学圈，心与老百姓紧紧相连。

舒婷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
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完善分级诊疗体
系，非常好，但要注意让基层医生的医
疗水平得到足够的培训和提高。“我们
的审议还有两个半天，以后再补充。”
舒婷微笑着把话筒递给下一个代表。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徐博 于文静）全国政协委员魏传忠
说，当下的艺术品市场，从假货赝品泛
滥的严重程度、造假技术水平或识别
真伪的难度来看，传统的“经验鉴定”
都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他认为，解决艺术品鉴定市场存
在的突出问题，亟待构建一个以科技
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
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
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
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
质量溯源体系。

周涛委员认为，近年来豪华阵容、明星大腕组团进行商业演出的少了，深入基
层、深入社区的演出多了，文化艺术团体只有服务于普通百姓，才能真正赢得广大
民众的尊重和喜爱。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莫言委员在发言时说，要把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当做毕生事业和最高追
求；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中国梦的实现满怀信心；要洞察人心，向人民学习，从生
活中索取新的艺术形象。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莫言委员：

从生活中索取新的艺术形象
周涛委员：

文艺团体服务百姓才能赢得尊重

诗人舒婷：

文学之外
还有恤民之心

陈道明委员：

中国不少影片
是在探底线

艺术品鉴定市场乱象惊心

委员建议构建
鉴证质量溯源体系

读者在江苏省洪泽县图书馆内阅读。 新华社发（陈亮 摄）

代表委员议政录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何欣荣 仇逸）
“各种骚扰电话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国家领导人也接
到过。”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组织
部长李世杰提案中的这一内容，引起关注。

骚扰电话的源头，是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泄
露。尤其在大数据时代，信息采集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峻。不少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
呼吁，是时候花大力气整治这一社会公害了。

骚扰电话追到两会会场

个人信息泄露已成公害

谈到这一问题，不少代表委员都忍不住“吐槽”。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

均波说，开一天会，至少接了三个骚扰电话：卖保险、
卖基金、卖房，已经从上海追到了北京的两会会场。

葛均波的遭遇显然不是孤例。
李世杰认为，骚扰电话尽管不像刑事案件那样易

引起关注，却给人遍地是骗子的的感觉，不可小视。

大数据时代

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的

葛均波的疑问，很多人都有同感。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表示，当前大
数据概念非常火热，大数据需要采集大量的个人信
息，其中就会涉及许多个人隐私。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表示，现阶段除了办理银行
信用卡等金融业务外，办理手机通讯服务、超市及商
场的会员卡服务、网上购物、租赁或买卖房屋、医院就
诊、游戏注册认证等，都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渠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像手机打车软件、订餐
软件等热门应用，在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加
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需三方面入手

大数据时代，公众怎样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
全？代表委员对此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提案。

张兆安认为，我国应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
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作出
详细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表
示，目前部分区域尝试以公共信息系统为切入点，探
索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模式。

加强行业自律也非常重要。针对个人信息保护
不力的经营者，应将其信息泄露和滥用行为作为不良
记录计入企业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两会生活观察

一年百亿通骚扰电话

大数据时代
怎样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根据搜狗号码通等机构
发布的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华晔迪 丁文杰）
“线下商店卖假货要罚款，网店卖假货，关了、跑了都
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来自湖南友谊阿波罗公司
的董事长胡子敬代表，一发言就把矛头对准一些电
商。

原本比较安静的会场，一些代表开始低声交
流。一位代表说：“是有假货，但是毕竟人家东西比
你商场里的便宜……”

“商场里的东西，有工商局管着，网上的东西，谁
来管？”另一位代表回应。

这是7日上午湖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一幕。
“互联网经济发展速度快，传统管理方式和理念

无法跟上。”友谊阿波罗是湖南最大的百货零售企
业。作为传统商业的代表，胡子敬言语中，明显表达
出对政府部门“线上”“线下”监管力度不同的不满。

他以某知名电商举例说，一方面，是工商管理的
问题。除电商本身有注册外，几乎所有网店都没有
工商部门注册，“我们线下开个小分店，各类许可证
都要接受监管部门检查，但网店，都不知道是谁开
的，没有任何显示。”另一方面，是税收问题。“按照实
体店的税收标准计算，1万多亿元的销售额，应该缴
纳500多亿元的税，而实际情况是，去年某电商仅几
十亿元的税收。”

对于有人认为“电商很难纳入工商、税收监管”，
王填代表建议，对于电商，应该跟实体商店一样，通
过税收代购代缴等做法，实行商品质量、税收先行负
责制，“电商平台理应为制假售价、偷税漏税的行为
负责任。”

部分代表表示，传统行业一定要与互联网融合，
互联网经济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一大势中，也要注
意建立公平、公正的流通秩序、市场秩序，才能解决
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

人大代表质疑某些电商：

“卖假货”还“不交税”

去年全国的骚扰电话总

数在200亿通以上

根据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的统计

去年骚扰电话的用户举报次
数在4亿次以上，总体呈梯度递
增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