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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刘是何

　　7月29日，吉林警察学院法律系教授沈渤钧在

吉林长春通过远程系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勒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解读民法典。他通过以案

释法，生动讲解了民法典法律知识，受到热烈

欢迎。

　　“虽然沈教授与我们相距4000多公里，但他精

彩的授课，让我们身临其境。这场讲座内涵丰富、

分析透彻、生动形象，我们犹如重返校园聆听，收

获很大。”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张强说。

　　这是阿勒泰地区推进“法治讲堂·逢九开讲”

的一个缩影。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进阿勒泰地区采访

了解到，阿勒泰地区突破传统思维、创新培训方

式，推出“法治讲堂·逢九开讲”法治培训，每月9

日、19日、29日晚9点开设法治培训课堂，请国内

知名院校法学教授授课，助力阿勒泰地区法治建

设迈上新台阶。

顶层设计

新思维破解老难题

　　位于祖国版图西北角的阿勒泰地区，是一个

典型的边境大区和旅游大区，边境线长1197公里，

辖区内有世界闻名的喀纳斯、可可托海等3个5A

级景区和30余个A级以上景区，每年吸引旅游人

数达千万人次。

　　随着旅游业井喷式发展，如何提升全民法律

素质、建立阳光法治制度、保持市场有活力有秩

序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法治问题也随之而来，成

为阿勒泰地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遇到的“瓶颈”。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新说：“地

区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是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推进法

治阿勒泰建设，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工作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今年年初，为有针对性地推进法治建设、优化

法治保障，推动“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常态化、

长效化开展，阿勒泰地区大胆探索引进和借力全

国法治专家人才的途径，积极与国内多家知名高

校建立联系，创新开办“法治讲堂·逢九开讲”法治

培训，将每月9日、19日、29日确定为法治培训日，

晚上9点准时开讲。

　　“法治讲堂·逢九开讲”以专业化、系统化法治

培训形式，全面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应对风险的能力，广泛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精准定制

让培训内容更精准

　　面向领导干部，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深入推进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提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等内容，增强各级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思维方式；面向

各级法治工作队伍，探讨如何开展法治实践等内容，增强政法干警依法执法、

严格司法、普法用法的本领；面向群众，解读民法典、刑法、行政法等课程，激发

广大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热情。

　　为了建立相对集中的法治培训体系，打破过去分散化、碎片化的培训方

式，使培训更精准、更务实，阿勒泰地区成立了“法治讲堂·逢九开讲”法治培训

需求调研组，开讲前广泛收集干部群众培训需求和意见建议，合理确定培训内

容，精心设计培训课程，开讲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及时了解学员对教育内容的

满意度，并做好动态评估反馈和调整。

　　同时，对每场授课人员的讲稿题目、立意、内容、选择案例、语言风格等方

面进行评审把关，发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审意见，提出修改意见，确保每

一堂课都有声有色、精致精彩。

　　福海县阔克阿尕什乡也斯克库木村村民魏国防，是当地枸杞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目前，合作社种植加工的枸杞远销陕西西安等地。从农民变商人后，

他深刻认识到学法、用法、依法经营的重要性。自从听了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中亚研究所所长德全英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专题讲

座，他就成了“法治讲堂·逢九开讲”的忠实听众，不仅自己准时参加，还招呼村

民们一起听课。

　　“教授们讲得接地气，我们听得懂，既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也学会用法律

武器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魏国防说。

　　一位位法学专家教授，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质量的法治培训精品课堂，更助

推阿勒泰地区法治建设驶上了快车道。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院长、枫

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余钊飞在讲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如何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专题课后，深入县市实地调研，指导福海县“乡村大

喇叭”群防群治工作，帮助完善“小事吹哨子、大事响喇叭、矛盾不上交”的独具

边疆基层治理特色的“乌伦古经验”，共建了西部第一家县级矛调中心，成为践

行“枫桥经验”生动样板。

建强师资

确保法治培训质量

　　布尔津县个体工商户臧绚年是“法治讲堂·逢九开讲”的“铁粉”，从行政许

可到税收征收管理，从怎样开展依法经营到如何进行依法维权……臧绚年在

法治培训中学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知识，现在“逢九”打卡成了他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每一场他都认真地听、专心地记，生怕错过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有机会听到国内知名大学教授的精彩讲座，真是太幸运了，这么好的学

习机会，一定要学好用好。”臧绚年说。

　　让臧绚年连连称赞的大学教授，均来自地区法治培训师资库。阿勒泰地区

借助中国法学会、新疆法学会专家库等优势，先后吸纳了来自北京大学、武汉

大学等高校的39名法律专家学者，成立地区法治培训师资库，为法治讲堂打造

高规格、超一流的培训师资力量。他们围绕边疆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人才培养、

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等需求进行授课，让干部群众在每一堂课中都能

学有所获、工作中有所用、生活中有所得。

　　“受师资力量的制约，过去地区没有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过系统的法治培

训，各族群众更没有享受到高质量的法治教育。现在，‘法治讲堂·逢九开讲’的

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教授，讲的都是政法干警急需的‘硬货’，群众急需的法律

‘干粮’，培训效果好。”阿勒泰地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刚说。

　　7月24日，阿勒泰地区边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标志着阿勒泰地委政法委、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西北

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三方将携手开展人才共育、课题研究、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风险防范、边境管理、基层社会治理、边远散农牧区社会面防

控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与交流。

　　截至8月下旬，“法治讲堂·逢九开讲”培训课堂已举办20期，学习培训干部

群众达20余万人次，不仅提升了干部群众的法治理念，同时也促进了阿勒泰地

区与高校之间的交流，为推动阿勒泰地区法治建设插上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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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

  中宣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

治理工作的通知》指出，一些从业人员政治素养

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失德

言行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不良

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近年来，娱乐圈负面新闻频发，偷税漏税、

吸毒嫖娼、代孕弃养、恶意炒作、炫富拜金、低俗

媚俗等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现象令人愤慨，乱象

亟须整顿治理。

  多名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

提出，道德教育缺失、法律惩诫缺位、社会评价

导向缺漏、考核与淘汰机制缺欠，加上“饭圈”对

偶像的一再纵容，导致艺人失范频现。建议加强

娱乐行业立法，同时完善相应的配套规则如行

业自律规范等，将道德失范与法律惩戒挂钩，推

动娱乐行业健康发展。

德育缺失法律缺位

违法失德艺人频现

  7月31日，北京朝阳警方发布消息，吴亦凡

因涉嫌强奸罪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16日，检察

机关依法对吴亦凡批准逮捕。

  吴亦凡之前，郑爽因偷漏税、非法代孕，翟

天临因学术不端，吴秀波因“出轨门”等问题被

“封杀”；吴亦凡之后，又有张哲瀚、霍尊、钱枫等

或因参观靖国神社伤害民族感情，或被曝私德

问题而接连“翻车”。

  明星，到底怎么了？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

授、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副会长李丹林分析

认为，是过度追逐经济利益的资本平台对一些

艺人的失范问题选择性忽略，在打造营销艺人

过程中，德之教育、法之训诫、核心价值观之要

求严重缺失，加上“饭圈”对偶像的一再纵容，造

成一些明星艺人道德素养的滑坡，最终铸成违

法失德、伤害民族感情的大错。

  李丹林提醒说，明星频频“翻车”，还与当下

网络时代的特征密切相关。

  “在非网络时代，成为一个群众喜欢的明

星，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把关并接受技术才艺

培训。但在网络环境下，只要长得好看，吸引粉

丝和流量，就能成为明星。这种情况下，加上资

本的加持，一些没有才艺甚至品行不佳的人都

成了顶流明星。”李丹林说。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文化

产业法治研究会会长李清伟认为，现代社会，出

现了大量的造星计划，如各种真人秀等，一定意

义上丰富了娱乐行业的形式，但也改变了艺人

成长的常规路线，甚至成为一些艺人出道的捷

径，“这就反常了”。

  “这种造星计划，从创意到实现，涉及的每一

个环节都要大量烧钱。钱从哪里来？”李清伟说，在

不合逻辑的造星计划运行过程中，资本说了算之

潜规则让一切都变

了味，娱乐行业之

常规、法律之训诫、

德行之内省、公序

良俗之召唤，都变

得不那么重要了，

最终导致行业一些

病态现象，艺人失

范频现。

  在华东师范大

学立法与法治战略

研究中心研究员余

锋看来，道德教育

的缺失、法律惩戒的缺位、社会评价导向的缺

漏、考核与淘汰机制的缺欠，是违法失德艺人频

现的根本原因，也触发了这次行业整顿。

建立考核淘汰机制

重塑艺人成功标准

  沉疴顽疾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演艺圈一

系列负面事件也为从业者敲响了警钟，欲从艺

先立德，这个“圈”也不是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

  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出手。

  今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广播电视法

(征求意见稿)提出，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因违反

法律、法规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广播电视主管

部门可以对有关节目的播放予以必要的限制。

  8月25日至26日，中国音协、中国剧协、中国

影协、中国视协等中国文联所属各全国文艺家

协会分别召开行风建设座谈会，就诸多违法失

德现象进行评议，倡导文艺工作者牢记责任、守

好底线、以身作则。

  8月27日、9月2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

局相继发布通知，要求加强“饭圈”乱象治理，坚

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

  “我们需要一个风清气正、竞争有序、合乎道

德的娱乐行业，而不是鱼龙混杂、无序竞争、突破

道德底线的娱乐行业。”李清伟说，文化强国战略、

文化软实力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娱乐行业

作为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决不能缺席，大力整

顿娱乐行业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娱乐产业。

  在李清伟看来，解决娱乐行业目前的问题，

既需要国家从宏观意义上进行行业发展立法，

又需要行业从业者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还需

要依赖行业自律和行业自治。“从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意义上说，尊重娱乐行业发展的规律，用法

治与自治相结合的逻辑加以调整，成为必然。”

  针对接连不断的艺人违法失德问题，有业

内人士提出：娱乐行业亟待建立艺人的道德素

养培养考核机制和筛选淘汰机制。

  受访专家对此颇为认同。李清伟认为，培养

德艺兼备的明星艺人，重在树立正确的成才观、

成功观，现在把成功的标准与流量、赚钱结合起

来的做法，是导致艺人走偏的根本原因，因此从

本源上重塑艺人成功的标准就显得极为重要。

  余锋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建立艺人

的道德素养培养考核机制和筛选淘汰机制，通

过“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为

准入设限，为淘汰立规；加强道德层面的教育；

适当将道德失范与法律惩戒挂钩，避免因道德

约束力不足，导致艺人缺少失范惩戒的紧迫感、

压力感和敬畏感；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平，折射的

是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无视或忽视其他群体的

道德问题，仅仅盯住艺人道德问题，其效果可能是

局部和短暂的，因此需要全社会遵从道德规范与

法律规则，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评价导向。

加强娱乐行业立法

具化细则至关重要

  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该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的缺失形成了对照，加速娱乐行业立法迫在眉睫。

  “娱乐法本身不是一部法律的名称，而是调

整娱乐产业从业者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李清伟说，娱乐法的属性决定其意

义首先在于通过法律把娱乐行业应当弘扬的价

值观予以固化，让从业者知道什么是正当行为

和不正当行为，从而推动娱乐行业健康发展。

  在余锋看来，推进娱乐法的现实意义在于，

规范与调整娱乐行业所涉主体间的权利与义

务，为娱乐行业所涉主体的行为提供指引、评

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有助于娱乐行业法

律问题的系统化集成呈现与解决路径探寻；作为

行业专门法的娱乐法，对于娱乐行业固有和常发

风险，具有防范、排查与管控、处理作用；打通横亘

在法律与娱乐行业之间的壁垒，弥补我国目前法

学教育在此方面的经验欠缺，解决新兴学科与交

叉学科发展不足、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娱乐法规则？

  李清伟认为，娱乐法规则总体上应当以赋

权性规则为主，但应坚持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一

致性。“娱乐法规则必然包含义务性规则和惩罚

性规则，同时一些公理性原则如公序良俗原则、

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准则等不可或缺。此外还

应包括对娱乐项目的审查规则。”

  李丹林则提出，娱乐法作为一个领域法，既

要维护娱乐领域的正常发展秩序，又要保障该

领域从业人员的权利，同时也要规范娱乐圈输

出的内容、精神和价值观。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九条规定，演员、导演等

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

好社会形象。但现实中仍然屡现违法失德艺人。

  对此，余锋认为，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九条虽

然提及“德艺双馨”“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

德”等规定，但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针对

性的罚则条款，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娱乐法应该

对此进行完善。

  此外，资本进入娱乐产业须加强规范也得

到了受访专家们的普遍认同。 

  李清伟说：“进入娱乐行业的资本，不可能

只有单一的资本属性，还应当具有社会属性。娱

乐行业的投资者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投资者，营

利不再是其唯一目标，还需承担社会责任。”

  余锋建议，应通过完善法律来正确处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

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

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同时应强

化政策引导，严格依法监管，注重道德调节，坚守

社会责任，把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要求落到实处，推

动娱乐产业在新时期的健康有序发展。

  李丹林则提出，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如果要

让资本依法合规又肩负社会责任，就要依靠法

律和监管。应该将艺人的行为与资本需要承担

的法律风险和责任挂钩，这样资本的行为才会

得以规范，才可能既不违反市场规则又不侵害

公共利益。因此，可以在娱乐法中突出强调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专家们认为，自律与监管并重、既要维持公

序良俗又要维护公共秩序也应当被纳入娱乐法

规则。

  “自律强调内部力量，监管强调外部力量，

内外结合、双管齐下，对于良好秩序的形成、维

护与维持，意义重大。在娱乐法中强调自律与监

管并重，体现了行业特性。”余锋说。

  李丹林提醒，有些行为可能从法律上找不到

相对应的禁止性规定，但按照一般的伦理和道

德，这些行为是应该被谴责、被否定的。此时，公

序良俗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不过，在娱乐法中

笼统强调公序良俗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相应

的配套规则，如行业自律规范、行业惯例、行业

管理等，这些可以看成是娱乐法的外延。

漫画/高岳  

资本说了算之潜规则让一切变了味 业内专家提出

为行业立法准入设限淘汰立规
  ● 在不合逻辑的造星计划运行过程中，资本说了

算之潜规则让一切都变了味，娱乐行业之常规、法律之

训诫、德行之内省、公序良俗之召唤，都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最终导致艺人失范频现

  ● 解决娱乐行业乱象，既需要国家从宏观意义上

进行行业发展立法，又需要行业从业者对自身行为进

行约束，还需要依赖行业自律和行业自治

  ● 娱乐法作为一个领域法，既要维护娱乐领域的

正常发展秩序，又要保障该领域从业人员的权利，同时

也要规范娱乐圈输出的内容、精神和价值观

  ▲ 9月3日至4日，河南省周口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公安机关紧急行动，在积水路段应急值

守，及时帮助被困群众撤离。图为商水县公安局巡特警救助群众。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郭利军 摄    

   9月4日，云南德

宏边境管理支队遮放边

境派出所民警帮助群众

秋收，解决群众劳动力不

足问题。

本报通讯员 田洪涛 摄

   近日，江西省新

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

织辖区幼儿园开展校车

安全大检查，排查校车交

通安全隐患，查验校车驾

驶人相关信息，为校车运

行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本报通讯员 姜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