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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一#二两
部都邀请舒淇担任女主演笑笑$他不止
一次地夸过舒淇是合作过的最好的女
演员$冯小刚"%日微博写道%&舒淇因不
堪侮辱关了微博' 她是我尊重的朋友(

她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善良(我不能接受
一些人竟然用如此残忍的语言去侮辱
她( 我可以骂人吗) 有人一定说%不可
以(因为你是公众人物(你们错了'我绝
不会被这个身份绑架的( 我要对侮辱
她的人说'骂你们是畜生都侮辱畜性
了( 舒淇'别忘了'你还有个名字叫
笑笑( *

不光冯小刚'陈坤+赵子琪#

郑元畅#伊能静等众多圈中人士

都站出来发言'力挺舒淇(

绝大多数网友此次立场
也是高度一致地同情舒淇'

对这种无底线的网络暴力
行为表示忧虑( 甄子丹微
博中表达对网络暴力的
愤怒&感谢朋友对我的支

持'同时因为你们的仗义'抱歉令大家
无端受到牵连( 面对失控的网络暴力'

我感到无力#痛心#愤怒,*(甚至赵文卓
也在微博中呼吁&技术人员可以公布那
些超过正常评论网民的&'地址所在地
区及注册时间'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的
困扰'也还无辜者清白*(

5678 ?@ABCDn

惨遭揭陈年旧史的舒淇'心情大受
打击' 一一删除过以往上千条微博留
言'直到"%日变成&!微博*与&!关注*'

以示抗议网上暴力(

遭人恶意打压的她'"%日下午二点
左右离家到中环动植物公园探望友人'

当时()*+,-.-./与柯震东正在开工'对
舒淇突然而来也顿感愕然'原来该片监
制管小姐是其前度经理人'一开始她见
对方忙着'便离远独自坐在一角'但目
光不停望着手机荧幕'期间更禁不住伤
心泪落'不停用纸巾抹泪'短短数分钟
已哭到双眼红肿'真的令人心酸#我见
犹怜, 后来经管小姐多番安慰'舒淇情

绪才平静下来' 当发现有传媒拍照后'

马上匆匆走人(

此外'"0日1时2%分&舒淇官网淇士
团* 官方微博透露舒淇于当天凌晨3时
"#分在官网写下一篇文章!回归简单的
源头"' 这也是舒淇自删所有微博之后
第一次公开发表言论' 官网中称她很
好'当然也有不好'感恩伤害过她的人'

希望今后不要有争执'有更多的温暖(

opMqrst bu4vwxy

对于网上流氓所作所为'之前同样
遭恶意抨击刷屏的王晶选择誓不低头'

除了力撑舒淇'还效法她将自己的微博
留言一一删除(

事后王晶在电话中受访时说%&我
当然支持舒淇' 还知道谁在幕后发功'

不过无凭无证( 幕后发功的那个好傻'

因为都是他买单(4为什么要删除微博)5

这是种无声的抗议' 我最多不玩的意
思( 4想有关方面怎么样帮你们) 6好简
单'采取-实名制.7即要求开博者提供
实质个人资料6就行了 ##$ %&$

舒淇被 &黑*' 引起业内极大关
注''对于个中原因'外界对此众说纷
纭'猜测万千(

!

'(

!

)*+,-

"#

./0

1234% 对于舒淇遇到的集体式
攻击'一部分网友认为'这批炮轰者
出于网络水军的手笔(至于谁是幕后
主使' 有网友把目标对准赵文卓'认
为是其公关团队报复所为/有网友则
用逆向思维分析称'在炒作风气盛行

之下'不能排除是甄子丹团队抹黑赵
文卓的逆向操作(

!

5(

$

6789:;<=>

?@% 关于舒淇被&黑*'有网友踢
爆猛料称'由于舒淇代言的某个国际
知名品牌即将到期'别有用心的人士
此时翻出旧照'目的在于抹黑舒淇形
象以争抢代言机会'&!!!大中华区接
下来的代言人是谁'谁就是这次扒舒
淇往事的幕后主使者, *

#AB$

舒淇事件引发众人关注'大多数
打酱油的网友都觉得舒淇很无辜(

"%日记者试着联系了一些网络
水军&公司*(那些微博上四处加你为
好友或给你发信息打广告'声称可以
帮助你增加粉丝的公司'其实也就是
网络水军公司( 随便联系几个'对方
很快就把价格报给了记者'2!元一万
个粉丝/在不同网站评论+顶帖+转发
等"2元8!!条(

对此'记者电话访问了中国互联
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法律顾问赵
占领( 赵律师表示'在去年2月份'国
家对网络水军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
的整顿'但对于&网路水军*的行为是
否违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对
于类似于舒淇事件中网络水军利用
网络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诽谤'程
度轻的话'是名誉侵权/程度重的话
就会构成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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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广州针
对胶水中毒事件进行专项安全生产
检查( 截至#月"%日'82人被刑事拘
留'#!!!多家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这
是记者从广州市安监局获悉的(

"!8"年"月底'广州陆续发现#1

名皮具企业的工人出现胶水中毒(

为此' 广州市采取专项行动对以箱
包皮具制鞋企业为主的职业中毒隐
患进行排查(

广州市安监局通报称'在专项行
动中' 各级公安部门共抓获违法嫌疑

人#0人'其中刑事拘留82人'包括工厂
负责人#名+胶水供应商工作人员9名+

胶水制造商3人(广州市质监部门对8"

1批次无标签+无使用说明+无生产厂
家的&三无*胶粘剂和不合格胶粘剂的
使用企业发出书面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对相关产品进行无
害化销毁处理(

由于发生胶水中毒的工人多来
自无证照经营的企业+ 非法办厂的
出租屋' 有关部门从#月8日开始展
开以箱包皮具制鞋企业为主的职业

中毒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进一
步加大对无证无照小作坊的取缔和
打击力度(

据统计'截至#月"%日'广州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共排查企业"8!!9

家' 其中#!!!余家企业受到行政处
罚( 工商管理部门发现储存或使用
有毒胶水的无证照经营户"!%户'取
缔无证照经营#"2户'查封无证照经
营场所8!!个( 广州市流动人员出租
屋管理办查封""%套非法办厂的出
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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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海南日
报记者 ÷øø

1 今天下午' 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一行到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调研考察( 他指出'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要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群众
的桥梁纽带作用' 成为引导社会舆
论的风向标' 在推动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中谋求更大发展(

下午3时'谭力一行参观了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印刷厂+ 海南日报编
辑中心+ 南海网和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社史展(

谭力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取得
的巨大成绩以及在多元化发展'党
组织+人才+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
伍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
分肯定( 他表示'省委+省政府非常
重视海南日报的发展( 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在我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舆论导向中发挥了良
好的风向标作用(

针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今后的
发展'谭力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 办好报是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发展的主业+灵魂和根本'要重
点把握好&办报为什么*+&为谁办报*+

&怎样办好报*三个问题( 将办报就是
为党和政府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党为
人民办报' 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办
报等作为办报的根本宗旨' 积极搭建
起党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 成为引
导社会舆论的风向标(

第二'抓住机遇'做强做大'全
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党报传媒集团'

加快融入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中( 谭力表示'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将文化产业发
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要进一步加大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转变步伐/ 发挥
自身优势'加快集团多元化发展'进
一步加大传媒业与海南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的相互融合(

第三' 继续发挥领导班子团结
和谐稳健的作风' 将出版安全+ 生
产安全和人员安全的要求具体落到
实处(

第四' 切实抓好领导班子和人
才队伍建设( 抓好作风建设'积极推
进体制机制改革' 不断重视和发挥

人才的作用' 加快迈进全国一流的
党报传媒集团的行列' 在推动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中谋求更大发展(

在座谈会上' 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钟业昌代表
集团党委汇报工作时提出' 要进
一步落实罗保铭同志在海南日报
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 努力 &建设全国一流的党报
传媒集团*' 这是近年和今后工作
的主要着力点(

据介绍' 为了在#22年内建成
全国一流的党报传媒集团' 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将着力抓好以下三件大
事%一是&办好媒体*'始终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
力和增强新闻传播能力/二是&做大
资产*'就是要抢抓机遇+千方百计
加快集团产业的发展' 做大做强报
业综合实力' 奠定成为全国一流党
报传媒集团的经济基础/三是&发展
报人*'让报业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
集团的广大员工'建设&幸福集团*$

集团上下正在形成 &心无旁骛谋发
展' 凝心聚力抓工作落实* 的主旋
律+主氛围+主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