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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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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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纯粹的喜爱沦为氪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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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愈演愈烈、戾气越来越重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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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设频频崩塌，理想光环破灭

还“饭圈”
一片清朗

被盗的庞坡洞10尊佛头。 中新社 发

[热评]

新华社成都 8月 11日电（记者余
里 童方）记者 11日从四川省公安厅获
悉，四川省乐山市警方历时 4年，侦破了

“8·20”夹江县庞坡洞摩崖造像被盗案，
追回文物10件，打掉1个盗掘文物团伙。

据介绍，2017 年 8 月 20 日，位于夹
江县庞坡洞的 10尊佛头被盗。案发后，
各级公安机关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
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专案组民警通过现场勘查、走访周
围群众，初步判断这是一起随机性的流
窜作案，作案人数为 2人至 4人。

专案组民警从江苏省某监狱服刑
人员黄某处摸排出一条重要线索：黄某

通过QQ考古交流群认识了“小张”，并
通过“小张”结识了“小唐”，随后在QQ
聊天中“小唐”称手里有佛头寻求销
路。但数日后，“小唐”告诉黄某，佛头
已成功卖出。

专案组民警立即对该线索进行研
判，确认“小张”的真实身份为四川省巴
中市平昌县人张某某。2021年 5月，由
市、县两级组成的两个抓捕组分赴重庆
市南川区和巴中市平昌县，将犯罪嫌疑
人杨某、张某某抓捕。

杨某、张某某被抓捕归案后，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2017年，两人伙同“眼镜”
和“瘸子”，驾车流窜至夹江盗取庞坡洞

佛头。但杨某、张某某均表示不知道“眼
镜”和“瘸子”的真实身份。两人还交代，
将 10尊佛头以 1万元的价格卖给成都的

“蒋老板”，四人分赃后各自潜逃。
基于此时的线索信息，专案组民警

5 月 27 日在重庆和攀枝花，将王某、吴
某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两人对盗窃佛
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随后，专案组民警根据赃款流向，
锁定收购佛头的“蒋老板”为成都人蒋
某某，将其抓获。根据蒋某某的交代及
前期发现的文物销赃情况，专案组赶赴
福建，在 6月 11日追缴全部被盗文物。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四川夹江县10尊佛头被盗4年终“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