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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发布《未成年人
节目管理规定》

禁止宣扬童星效应
不得包装炒作
明星子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日发布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要求
未成年人节目不得诱导未成年人
谈论名利、情爱等话题，不得宣扬
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子
女，不得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
恋。该管理规定自2019年4月30
日起施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
人介绍该规定出台背景时说，近
年来，部分未成年人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节目中，出现炫富、炒作
明星子女、包装“童星”、成人化表
演、低俗调侃、侵犯隐私权等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其中个别
节目有“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
乐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

规定要求，邀请未成年人参
与节目制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
安全和充足的学习、休息时间，其
服饰、表演应当符合未成年人年
龄特征和时代特点，不得泄露或
者质问、引诱未成年人泄露个人
及其近亲属的隐私信息，不得要
求未成年人表达超过其判断能力
的观点。

根据规定，未成年人节目应
当严格控制设置竞赛排名，不得
设置过高物质奖励，不得诱导未
成年人现场拉票或者询问未成年
人失败退出的感受；情感故事类、
矛盾调解类等节目应当尊重和保
护未成年人情感，不得就家庭矛
盾纠纷采访未成年人，不得要求
未成年人参与节目录制和现场调
解，避免未成年人目睹家庭矛盾
冲突和情感纠纷；未成年人节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
品行、道德方面的测试，放大不良
现象和非理性情绪。

此外，规定要求，不得利用不
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
言人，未成年人广播电视节目每
小时播放广告不得超过12分钟；
未成年人网络视听节目播出或者
暂停播出过程中，不得插播、展示
广告，内容切换过程中的广告时
长不得超过30秒。 据新华社

安徽省委原常委、安徽省
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滥用职
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
案一审宣判

陈树隆被判处
无期徒刑

新华社厦门4月3日电 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中共安徽省委原常委、安徽省人
民政府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滥
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
一案，对被告人陈树隆以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
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以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亿七千万元。数罪并罚，决定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陈
树隆受贿所得财物和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违法所得及其孳息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陈树隆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
年，被告人陈树隆利用担任安徽
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安徽省信
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合肥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芜湖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芜湖市委
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
人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
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
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
共计2.758亿余元。陈树隆在担
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徇私
舞弊，擅自决定给予相关公司设
备补贴，并超越职权给予该公司
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
财政资金损失共计人民币29亿余
元。陈树隆在担任中共芜湖市委
书记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
间，利用履行工作职责的便利，在
获悉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
后，作为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
感期内，安排他人买入相关股票，
累计成交人民币1.21亿余元，非
法获利人民币1.37亿余元；陈树
隆还将掌握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
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
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累计成交
人民币320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
民币3031万余元。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树隆的行为构成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内幕交易、泄露
内幕信息罪，应依法数罪并罚。
鉴于陈树隆到案后，提供侦破其
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
属实，构成重大立功，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全部追缴，受贿财物中部分系事
后知情，且收受他人给予的6000
万元系未遂，具有法定、酌定从轻
处罚情节。法庭遂作出上述判
决。

微博上发表不当言论
演员赵立新被批“美化侵略”

赵立新，1968年出生于河南郑州，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莫斯科国立电影
大学，曾担任瑞典国家话剧院导演、演
员。因集演员、导演和编剧于一身，加上
精通四国语言，被圈内誉为“全能型人
才”，“演员中的学霸”。

3月31日，赵立新在其个人微博上发
表了这样一条微博：“英法联军为什么要
火烧圆明园？！”

他的这条微博，获得了一些网友的
评论。在一名网友的评论：“得不到就毁
灭”下面，赵立新进行了回复：“那紫禁城
呢，是忘了还是没带打火石？”

接着 ，赵立新又于4月2日在其微博
上面发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
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
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当网友评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准
备占领并统治，而不是掠夺”后，赵立新
回复道，如果是掠夺，为什么“投降前”也
没烧？

赵立新的不当言论一出，立刻引发
网友的热议。网友批评他“美化侵略”，
在给日本人“洗地”，而且不了解文物被
迫南迁的惨痛历史。

受到网友质疑后，赵立新立即分享
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日本不敢用火烧故
宫？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文章，
并称“谢谢”。

在他分享的这篇文章中，除了“重要
文物已经南迁、想要扶持亲日的伪满政
府”等理由外，其第一条理由再次引发网
友争议。

在赵立新分享的文章中，第一条理
由是这样的——日本在南京烧杀抢夺的
罪行，被描述成因为“攻占南京打了很
久，导致日军上下当时普遍很暴躁”，“攻
占北平战事顺利，兵不血刃，自然不会有
什么报复心理”。

在网友看来，这样的文章有替侵略
者掩饰罪行的倾向。于是，争论愈演愈
烈，对赵立新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多。之
后，赵立新删除了自己发表的这几条微
博。

赵立新的言论也受到了@中国反邪
教、@紫光阁、@共青团中央的注意。

@中国反邪教 在2日12时转发了赵
立新的微博截图并发博称：“这种观点太
天真了。实际上，为了免遭日寇破坏，
1933年，故宫决定把一部分文物南迁，
这部分文物被运往上海和南京，之后，又
分批西迁。故宫文物部分转移后，来不
及运走的文物损失惨重！”

随后，@紫光阁 转发了@中国反邪
教 这条微博并评论：任何一国之国民，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
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
敬意。

而@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转发了@
紫光阁这条微博，并评论“广而告知”。

“为语境偏差所带来的
舆论风暴而自责和悔恨”

4月3日凌晨，赵立新在微博为自己
引发争议的言论致歉，称自己的表达方
式以及在与网友的思辨交流过程中出现
很大歧义，反观全程，竟然成为了为日本
侵略者洗地的一次论据。他表示，自己
作为公众人物，更应在涉及历史和学术
方面严谨求真。

赵立新在致歉信中写道，“我骨子里流
的是中国人的血，我绝不会为暴徒洗地。”

以下是赵立新致歉声明全文：
对于今天（此处指2日）早上在微博

上不够严谨的措辞，导致出现的巨大争
议与不愉快，对所有人致以最为真诚的
歉意，同样我也深深地为语境偏差所带
来的舆论风暴而自责和悔恨。

由于连日在修改之前写的一部有关
故宫设计师后人参与修缮工程的剧本，
今晨（此处指2日）又看到一篇文章中提
到的“侵华日军占领北京时没有抢走故
宫文物”，出于对这个观点的严重不认同
和同时发自内心的惊愕，我在社交媒体
微博发表了对侵华日军残暴行径最为强
烈的反问和发自内心的反感。

我在微博的表达方式以及我在与网
友的思辨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歧
义，反观全程，竟然成为了为日本侵略者
洗地的一次论据，这是我万万不会去做

的。无论是对自己良心还是国家荣誉的
捍卫，我都必须告知所有人。

今天祖国强大不容小觑，才有了流
失海外和昔日被掠夺的文物珍品跨洋回
家的盛举，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是由
衷地骄傲与自豪。作为一名演员和公众
人物，更应在涉及历史和学术方面严谨
求真。我严正声明，我骨子里流的是中
国人的血，我绝不会为暴徒洗地，我坚决
并且强烈谴责英法联军、侵华日军在历
史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对践踏人
民底线的行为零容忍。

对给所有人造成的不愉快再次表示
最真实的歉意，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希
望大家能够原谅我包容我，并继续支持
和监督我，我会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今
日的道歉与声明是真挚的。

故宫国宝曾分4批南迁
这段历史，中国人都需铭记

当年“文物南迁”的那段历史，如今
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那么，历史上的
故宫文物南迁有着怎样的故事？故宫真
的没有被日军劫掠吗？

事情还要从1933年开始说起。
1933年日军明显加快了侵华的脚

步。当年1月，山海关失陷，此后侵华日
军又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及河北省
大部，进逼平津。

这一年的2月起，为避战火，故宫文
物开始南迁之路。当时，一万多箱包含文
献档案、图书古籍、各类文物在内的“古
物”在日军侵入平津的紧要关头被分批南
迁。1933年2月5日晚，第一批南运文物
2118箱装上火车。至1933年5月，故宫数
十万件珍贵文物先后分四批被运出。

虽然部分故宫文物南迁，但来不及
运走的文物遭遇浩劫，故宫损失明代铜
缸54件以及2尊铜炮，后侵华日军又从故
宫劫走铜灯亭91个和铜炮一尊，统统用
来炼铜，以补军用不足。经过统计，故宫
古文物馆损失191箱、文献馆损失1734
箱、前秘书处损失826箱、颐和园损失89
箱、古物陈列所损失113箱，总计损失
2953箱。

2017年，《国家宝藏》节目还推出了
一期名为《两代故宫人，讲述文物南迁的
那些事儿》的节目，向观众介绍了从
1933年开始，历经16年，一万三千多箱
故宫文物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

“经历了轰炸、流寇、车祸、火灾却无一丢
失”的艰辛历史。

这也应是每个中国人，都需要铭记
的一段苦痛的文化保护故事。

4月2日，演员赵立新在微博发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
侵略者的本性吗？”，此不当言论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随后，他被@紫光阁、@共青团中央、@中国反邪
教官方微博接连点名。舆论哗然后，3日凌晨，赵立新在微博上发布长篇声明公开道歉。他称：“微博上不够严谨的
措辞，导致出现的巨大争议与不愉快，对所有人致以最为真诚的歉意，同样我也深深地为语境偏差所带来的舆论风
暴而自责和悔恨。”

在赵立新发布致歉信后，@中国反邪教官方微博以鲁迅的话回应：“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

阿尔及尔消息：阿尔及利亚官方通讯
社2日报道，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
当天通知阿宪法委员会表示辞职。

根据阿尔及利亚宪法相关条款，宪法
委员会将召开紧急会议，确认布特弗利卡
辞职并对外正式宣布。

布特弗利卡生于1937年3月。他的本
届总统任期应于4月28日结束。

执政20年 继续参选引发大规模示威

布特弗利卡于1999年当选阿尔及利
亚总统，此后又分别在2004年、2009年、
2014年大选中获胜，前后执政二十年。他
在2013年发生中风后，身体状况不佳，近
年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今年2月份，布特弗利卡宣布将参加4
月份大选。此后，阿尔及利亚全国爆发了
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迫使布特弗利卡在
3月份解散政府，并宣布退出大选。

布特弗利卡3月11日宣布，原定4月
1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他本人不再寻
求第五个总统任期。当天，阿尔及利亚总
理提出辞职。布特弗利卡随后任命内政
部长贝德维为新总理。

3月14日，阿尔及利亚新任总理贝德
维在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讲话。贝德维表示，将尽快组建新政府，
以实现政权顺利过渡。

难平民意 军方与总统“决裂”

布特弗利卡试图通过宣布放弃参选
来缓解愈加紧张的局势，但抗议者继续抗
议，并呼吁尽快召开选举。这也最终促使
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FLN）和军方相继
公开与布特弗利卡“决裂”。

3月26日，阿尔及利亚人民军总参谋
长兼国防部副部长艾哈迈德·盖德·萨拉
赫宣布，总统布特弗利卡目前的状况不再
适合执政，呼吁其下台。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甚至必须采
取措施，回应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合法诉求，
以摆脱危机。”萨拉赫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城
市瓦尔格拉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的电视讲
话中补充说，“这一解决方案在宪法第102
条中有规定。”自军方发出“总统下台”的呼
声后，近日，布特弗利卡身边多位亲信也陆
续被捕。

综合新华社、国际在线、央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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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新的“不当言论”，
本质是一种

错乱而危险的“史观”
■蒋璟璟

祸从口出的赵立新，尽管
深夜发文意图灭火，怎奈舆论
怨愤滔天，说出去的话算是再
也收不回去了。按照赵立新自
己的解释，一切都是“语境偏
差”和“表达方式”所造成的误
会，但这种大事化小的自我辩
白，显然不足以平复被点燃的
网络情绪。我们都知道，相同
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其一致性
的评价，乃是维系家国共同体
的价值基石之一，这属于不容
置疑、不容歪曲的“认知谱系”，
任何的否定或曰挑衅，都注定
会触动禁忌、招致反弹。

所谓“历史判断”，必然形
塑于两个部分，也即“史实”和

“史观”。日军侵华、南京大屠
杀，没有在北京屠城、没有火烧
故宫，这些都是“史实”；而如何
解读这些“史实”，如何为之归
因、如何为之赋义，则属于“史
观”的范畴。其实，在主流的历
史学研究范式下，诸如“为何没
有火烧故宫”这些话题完全就
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为什么
要去关心侵略者没有犯下什么

“恶”，这完全就是一个概率问
题。我们需要去记住的，只应
该是侵略者做了什么“恶”。

赵立新的“历史观”，其危
险之处在于，架空了确定的、宏
观的历史事实以及历史评价，
而抛出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伪命
题，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语
出惊人的高明洞见。“因为没抵
抗所以没屠城”“因为抵抗了所
以大屠杀”，这些奇葩观点，将
侵略者的暴行归因于受害者的

“刺激”，将国破家亡淡化为某
种技术处理失当所引发的“事
故”，这就算不是主观上想替暴
徒洗地，但其客观上的效果就
是如此。此等奇谈怪论招致群
起而攻之，并不冤枉。

“历史”貌似人人可说，可
终究，有些事情还是不容乱说。

“历史共识”之所以是共识，就在
于其是对历史事实的精准叙事，
是基于正统史观所形成的公允
评断。国仇家恨、民族记忆，需
要的是永远铭记，而绝不是那些
标新立异的个性诠释。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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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8日的资料照片显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首都阿尔及尔以
南卜利达省对支持者挥手。 新华社发

赵立新。资料图片

演员赵立新在微博上发布的致歉声明。

演员赵立新发布的微博截图。

发表“日本人为什么没烧故宫”不当言论

演员赵立新
深夜致歉

除署名外，本组稿件综合
《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