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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4时20分许，黑龙江省七台河
市勃利县境内229国道大四站镇双兴铃
村路段，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一辆
搭载采摘药材群众的无牌拖拉机，造成
15人死亡、1人受伤。公安部已派工作组
赶赴事故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

据现场视频显示，多名事故伤者躺
在公路上，救护车停靠在一边，交警和医护
人员正在救援。附近多个村的村民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摘药材的村民为福
安村、靠河村等附近的村民，是去摘万寿
菊时出事，年龄多在50至60岁。“因为居
住分散，所以司机在凌晨2点就开始在各
村接人，为了赶在4点前到田地采摘。”

公安部已派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
导调查处置工作，要求汲取教训，举一反
三，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切实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目前，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等
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综合新华社

记者4日从河南省纪委监委获悉，7
月30日，郑州市暴发新冠肺炎聚集性疫
情。经河南省委批准，河南省纪委监委、
郑州市纪委监委成立联合调查组，依规
依纪依法对疫情防控失职失责问题进行
调查，在查清事实、厘清责任的基础上，
对9名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孙晓红，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免
去其现任职务。

付桂荣，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免去其现任职务。

原学岭，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给予其政务记大过处分。

张岚，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
医管处处长，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马淑焕，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
分，免去其现任职务。

贺瑞，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对其立案审查调查。

蔡朝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
长，对其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赵鲜丽，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
防控科科长，对其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
留置措施。

徐彦立，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务
科科长，对其立案审查调查。 据新华社

黑龙江七台河市
一交通事故致15死1伤

因疫情防控不力被追责问责

郑州市一副市长被免职➡买明星行程 ➡蹲酒店守候 ➡卖照片牟利

揭秘明星“代拍”产业链

所谓艺人代拍
已逐渐形成了一条
产业链。粉丝和“站
子”是买方，代拍群
体负责拍摄和分销
图片。所谓“黄牛”则
向这个圈子提供大
量的艺人行程信息
或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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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通过互联网进行粉丝应援成为
未成年网民一种新的网上社交与休闲娱乐活动。被调查的所有学历段
中，初中生网民在网上进行粉丝应援活动的比例达到11%，高中生网民
达10.3%，即使小学生网民也有5.6%。

“饭圈”低龄化的现象也受到了有关监管部门的关注。8月27日，中
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
艺人榜单、严管明星经纪公司、严禁呈现互撕信息、严控未成年人参与
等10项要求。

“代拍”群体，也许对很多人来说可
能还会有些陌生。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
在机场、片场和一些活动现场，遇上这样
一群人：他们人手一台专业相机，很多长
焦镜头瞄准同一个方向，蓄势待发。当艺
人一闪而过，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当即响
起。这群人就是艺人代拍。

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一些艺
人图片，很可能就出自他们之手。代拍
群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拍到的图片都
卖给谁？

位于浙江绍兴东南部的会稽山，是当地的一
处旅游风景区。在会稽山东侧的山坳里，有一家酒
店。7月7日晚上，从酒店旁的山坡上，突然传来了
呼救声。

当时天色已晚，这片山区已经没有了光照。民
警顺着手电筒的光往前看，坡道上依稀有人影闪
现。救援人员用手拨开树叶，帮助他们摸索着往山
下挪动。身穿黑衣的女生从身上取下一只单反相
机，将它转交给警方，这才腾出双手，扶着树枝往
下走。

和这个女孩一同被救援下山的，是几十名从全
国各地专程赶来的年轻人，许多都带着相机。他们
之所以被困在山上，就是为了拍到几张照片。

原来，有十几位艺人和近500人的摄制团队进
驻拍摄一个综艺节目。7月7日，节目录制过程中，场
地停止对外营业，只有相关工作人员可以进出。早
上8点，艺人陆续抵达。场地的门口已经开始出现大
量围观人员聚集。

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富盛派出所所长董伟
介绍，他们在跟粉丝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来自
全国各地的16、17岁的小姑娘知道明星的行动轨
迹，甚至明星的车都知道。所以她们都会在酒店等
着拍摄艺人的照片和视频。

粉丝们拍摄的图片和短视频很快出现在网络
平台上。其中的一段视频，累计获得28.4万次的播
放量，相关话题引发8千万多次的讨论互动。

当天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所有艺人都进入
场地后，围在门口的人群并没有离去。有人通过爬
墙，或者是钻围栏混到了酒店。酒店工作人员发现
她们是粉丝就劝阻他们。

由于已经影响到酒店的经营秩序，警方将几名
混入场内的围观人员带离现场。无法再进入现场，
聚集在场地门口的人群分散开来，试图从外侧找到
合适的拍摄位置。当天，有人钻进竹林，有人甚至爬
上了酒店附近几十米高的岩壁寻找拍摄角度。

7月的午后，绍兴的天气十分闷热。踩踏、高温
中暑、摔伤……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然而依
然有30多人，不顾警方的劝阻，陆续翻过了陡峭的
岩壁。

夜幕降临，深山竹林里一片漆黑。在附近巡逻
的警方听到了呼救声，寻声陆续找到了被困在山上
的人群。困在山上的人群在民警、酒店保安、救援人
员的帮助下陆续下山，但是依然有不断赶来的人想
要继续上山，整个后续的劝阻工作持续到后半夜。

现实中，有艺人代拍被困山头，向警方呼
救；网络上，有不少艺人与代拍在公共场合起冲
突的画面，和一些公开指责的声音。记者采访了
多名从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在他们看来，发生在
浙江绍兴的这类情形并非个例。

工作人员章女士，是一名从业多年的艺人
经纪。在她看来，如今的代拍已经成了一种商
业行为。代拍拍摄艺人的一些公开或者是非公
开的一些行程的照片，包括视频，然后贩卖给
粉丝营利。近几年，有很多代拍在横店扎堆，艺
人化妆出来之后，就会有代拍在门口，拍艺人
的上班图。

高女士在一家艺人工作室担任经纪人，她
告诉记者，为了找到更为刁钻、独家的机位，拍
到清晰、有辨识度的照片，代拍们通常会尝试各
种各样的办法。现场剧组为了不泄密，就把外面
全用绿布围了起来，粉丝就去租那种铲土车，然
后坐到铲土车的斗里面去，让师傅把那个铲土
车举得很高去拍片场艺人。

业内人士介绍，代拍的形成其实与“饭圈”
中“站子”的流行相关。“站子”通常由一些“站

姐”运营，定期推送相关艺人的独家图片和最新
资讯。多年来，独家内容催生出一批粉丝量庞大
的“站子”，“站子”的遍地开花又进一步刺激了

“饭圈”对于更多艺人图片的需求。
“比如说我是‘站姐’，但是今天我没办法跟

他这个活动，我就会去找代拍要图，或者让一个
代拍去帮我拍图。”高女士说。

记者跟随这几名经常进行艺人拍摄的“饭
圈”人士来到了北京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
在航站楼外的贵宾通道门口，出现了职业代拍，
他们在守候几名艺人的到来。机场的贵宾通道
很快就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最终，警方前来维
持秩序，人潮逐渐散去。

章女士说，一些代拍甚至知道艺人的航班
或者其他出行信息，会在艺人出现的时间段在
机场等着。

事实上，由代拍引发的混乱已经屡见不鲜。
曾有艺人在机场被代拍撞倒；有代拍和粉丝为
了抢更好的“机位”，起了肢体冲突；有因为代拍
和粉丝的拥挤导致机场扶梯的玻璃破碎，甚至
有代拍专门拍摄女艺人的裙底。

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以关键词“代
拍”进行搜索，发现大量买图、出图的相关信
息，俨然一个活跃的交易市场。不仅如此，从
艺人行程跟踪到代拍吸粉牟利，已经形成一
条产业链。

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能够搜索到大量“出
图”、“收图”、“接行程”等相关信息。手握艺人图
片的卖方，有时标明“混包出售，白菜价”，有时
则强调“出某某对视图，可私信看预览”。点开相
关评论区，则是各种买方的询价消息。

一位从代拍手里购买图片，但是付款后并
没有收到图包的粉丝告诉记者，这类图包并没
有明确的价目表，通常对方会根据艺人的热度

喊价。据了解，与模糊的所谓“上班图”相比，高
清、独家的艺人图片，会更受关注，往往能卖出
更高的价格，甚至上千元！

业内人士介绍，所谓艺人代拍已逐渐形成
了一条产业链。粉丝和“站子”是买方，代拍群体
负责拍摄和分销图片。所谓“黄牛”则向这个圈
子提供大量的艺人行程信息或身份信息。

这些代拍之所以总能捕捉到艺人的图片，
是因为他们时刻掌握着艺人的行程信息。经纪
人章女士说：“每一次我们在定了航班之后，我
们艺人的座位都会被粉丝值机到。我们很多时
候上飞机，艺人身边的座位都不是工作人员，就
是艺人周围的座位很多都是粉丝。”

为寻找拍摄角度
30余人攀上几十米高的岩壁

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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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拍租来铲土车
隔着围布拍摄片场艺人

站姐  站子  代拍
代拍牟利产业链交易活跃

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公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
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
十项措施，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这是
继今年6月启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
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再次重拳出击推进“饭圈”
乱象治理工作。类似代拍这样的行为引发的现
象，我们该如何从法律视角去看待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对“饭圈”乱
象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他指
出，“饭圈”是明星经纪在网络时代的特定产物。它
牵扯出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包括侵权责任问题。

“有些道路通道本身就比较窄，那你堵在那
个地方，可能别的人经过就很不方便，对别人的
通行造成影响，影响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那么
这个可能比较轻微的情况下应该是公安部门管
的事情，属于治安方面的违法行为，但是你要破
坏了财产，严重到了堵塞通道，不能够正常经
营，或者说有时候造成了人员的这一个碰撞，挤

倒人了、踩伤人了，这种的他可能就具有民事赔
偿责任，严重的将会有刑事责任。”张新宝说。

代拍艺人行为，还有可能涉及隐私权、肖像
权等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张新宝说：“但这一
个明星或他的工作室愿不愿意去做这一项维
权，他也是会去掂量成本或收益的。明星 一方
面可能讨厌你整天围着他，缠着他太近了，另外
一方面，他也知道这种缠堵行为会给他带来一
些正面的效益吧。”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金雪涛认
为，在这个粉丝文化的整个的治理过程中，我们还
要回到它的源头，就是它本身产生这种问题，当然
是由于粉丝文化的发展，但是这个问题产生的过
程中，其实不是某一个主体的问题，而是多个主体
相互影响之后，形成了一些扭曲化的商业行为。所
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对艺人和明星，以及
他们的经纪公司，内容的制作机构，内容的发布和
传播平台，以及粉丝在网上的行为，要有一个整体
化的考量和构建。 据央视新闻

国家卫健委印发规程
规范临床用药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国家重点监控
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调整工作规程》，旨在加
强我国临床合理用药管理，不断规范临床
用药行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实现安
全、有效、经济、适宜的合理用药目标。

规程明确了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
的遴选范围，确定了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
品目录的调整原则、周期和工作程序等。

规程提出，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应
当是临床使用不合理问题较多、使用金
额异常偏高、对用药合理性影响较大的
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重点包括辅助用
药、抗肿瘤药物、抗微生物药物、质子泵
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肠外营养药物等。

规程明确，目录的调整共包括启动
调整、地方遴选推荐、专家汇总、公布结
果4个阶段。目录更新调整的时间原则
上不短于3年，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品
种一般为30个。

规程还要求，对调整出原目录的药
品，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继续监
控至少满 1 年，掌握其处方点评、使用
量、使用金额等情况，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水平的持续提高。

国家卫健委表示，对尚未纳入目录
管理的药品，也要求做好常规临床使用
监测工作。 据新华社

广州小学教材有异味
整批次回收更换

针对广州部分学生家长反映小学
三、四年级英语课本异味问题，广州市教
育局4日做出回应称，相关英语教材将
全部回收更换，原版数字教材同步上线。

近日，广州有部分学生家长在网络
上表示孩子新学期发的英语课本有刺鼻
的味道，还有家长发出晾晒英语课本的
照片。该套教材的出版方教育科学出版
社有关负责人表示，接到广州市教育局
的通知后，出版社立即派员到广州核实
有关情况并作紧急处置。该套教材由广
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负责印制，具有
绿色印刷资质，该批次教材使用的油墨
符合环保标准。

据初步判断，教材有异味的原因，是
教材印刷及包装引起的，印刷过程中操
作失误，封油过重，导致味道过大。出版
社及印刷厂承诺，对小学三、四年级英语
教材整批次全部先更换、后回收。

4日，部分学校已开始更换，所有学
校将于9月7日更换完成，尽量减少对师
生使用的影响。同时，出版社紧急联系粤
教云平台同步上线原版数字教材，方便
师生备课及预习。 据新华社

多个主体相互影响
形成了扭曲化的商业行为

代拍的形成，其
实与“饭圈”中“站
子”的流行相关。“站
子”通常由一些“站
姐”运营，定期推送
相关艺人的独家图
片和最新资讯。多年
来，独家内容催生出
一批粉丝量庞大的
“站子”，“站子”的遍
地开花又进一步刺
激了“饭圈”对于更
多艺人图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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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应援活动
初中生网民比例
达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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