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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历来是国人最为关注的话
题。当食品安全涉及学校，不仅关乎广
大师生的健康指数，更直接牵涉到社会
的稳定和谐，校园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近日，教育部发出通知，鼓励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
装监控摄像装置，实现食品制作实时
监控，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自觉
接受学生及家长监督，以此来保障校
园食品安全。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为何受到如此大
的关注？这与校园食品安全形势已经危
如累卵密不可分。根据国家卫计委此前
发布的 《2015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
通报》 显示，2015年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报告起数为31起，其中27起发生在学校
集体食堂，中毒人数高达 1605人。学校
集体食堂成为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
主要场所，“舌尖上的美味”正在演变为

“舌尖上的地雷”。
因此，校园后厨开启“视频直播”

的消息一出，家长、老师、学生等校园
食品安全的直接相关人纷纷拍手点赞。
据悉，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中小学、
幼儿园、大学校园食堂的后厨已经实现
视频监控或网络直播。“明厨明灶”、“透
明厨房”等一系列要求在一些校园得到
了基本贯彻。

诚然，校园后厨直播能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整个社会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
重视，对于校园食品安全环境起到净化

作用。但是，校园后厨直播也存在一些
缺陷。最值得注意的不足便是：后厨直
播目前只是对配餐、制作等环节进行监
控直播，对于食材的采购、运输等环节
却无法做到“跟踪式”视频覆盖。此
外，后厨工作人员的健康信息和食品安
全知识素养也是直播镜头无法顾及到的
监控“盲区”。

为了填补监管“短板”，避免让校园
后厨直播流于形式，笔者认为，有关各
方应该“因地”“因时”制宜齐抓共管。

校园食品安全涉及原料采购、运
输、储藏、加工制作等多个环节，在对
后厨加工操作进行直播的同
时，应综合利用目前最新的网
络信息共享技术、大数据技
术，将校园后厨食材从“田间
地头”到餐桌的信息以及后厨
操作人员的健康信息实时分享
给大众，扩大公众的知情权，
使得校园食品安全得到 360 度
无死角管控监督。

其次，则应加强对学生
和校园后厨工作人员食品安
全 素 养 的 “ 补 给 ”。 笔 者 认
为，技术向来只是提供一种
解 决 问 题 的 工 具 ， 要 想 让

“工具”真正物尽其用，核心
在于人的执行。在提高学生
食品安全意识的同时，校园
食品安全管控方应严格执行
后厨工作人员准入制度，提
高准入门槛。加强对后厨人

员的食品安全常识、青少年营养饮食、
后厨操作规范等知识的普及。

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校园食
品安全治理资源应“偏爱”农村地区。
据了解，由于缺乏监管，资金、人力投
入不足，农村偏远、贫困地区的校园食
堂变得“体弱多病”，食品安全问题越发
严重。因此，因地制宜加大对这些地区
的校园食品安全治理投入显得极为紧迫。

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学校、社会各界人士争当“把
关人”，多方联动，拧紧校园食品“安
全阀”。

经济引擎：数字浪潮席卷而来

“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在科技领域只是西方的追随者，那他就应
该去上海地铁车厢看看再作评论。”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的
报道中，这样描述了上海地铁里的一幅场景：几乎每位乘客，都
在盯着智能手机屏幕，他们在地铁奔驰的同时，正在通过手机应
用进行通信、网购、转账、预定出行等。这显示出，中国数字经
济的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宏观数字印证了外媒报道。据统计，如今，在中国GDP总体
结构中，数字经济已经占比30.6%，并每年为中国带来280万新增
就业人数，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 21%。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
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创新增长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互
联网等现代信息网络作为主要载体的经济活动。经过数十年发
展，数字经济已经从概念设想演变成生活中的关键角色。如今，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风生水起，制造、旅
游、餐饮等传统行业也积极谋求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目前在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内地企业已经占据四席。互
联网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数字经济正在
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香港互
联网经济峰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表示。

双轨并行：存量增量两翼齐动

数字经济的实质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同时催化
新技术和新业态。它既包括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
为基础的增量市场，也包括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盘活的生
产消费存量市场。这就意味着，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应该包
括传统行业的“存量改革”和新兴行业的“增量发展”两大板块。

“我们谈到数字经济，会看到它不仅有像大数据、云计算这块
新的增量市场，也有一些存量的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衔接之后，
产生了大量转型升级的机会。”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表示。

随着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逐渐凸显，传统行业营收、利润不断
下降。“数字经济”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路径，驱使传统从业
者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产品和服务上
来，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以传统制造业为例，自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内整个制造行业正迎来一场数
字化转型的浪潮。海尔、中航工业等一批大企业加快建设基于互
联网的“双创”平台；徐工集团携手阿里共建包含智能制造、工
业设计、能效管理等环节在内的一体化工业云平台。

可以说，目前 “存量改革”和“增量发展”两翼齐动的数字
经济发展态势已经形成。

优胜劣汰：传统行业面临大考

供职于国内某大型钢铁企业的王先生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很有信心。“近几年，单位开始探索互联网转型，不仅上线的钢铁
电商交易平台日渐成熟，还搭建了钢铁制造平台，借助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促进钢铁制造由传统制造向智慧制造、智能
制造转变。”王先生说。

不过，王先生也对此保持审慎态度。据他观察，当钢铁行业
在利润下降、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时候，各大企业探索新兴领域、
推进转型升级的呼声此起彼伏，而市场一旦复苏，转型的动力就
下降了。

“去年年底，钢铁价格回升了，感觉整个行业又回到了过去单
纯造钢卖钢的老路子，转型升级的劲头又弱下来了。”王先生说。

王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近年来，虽然“数字经济”频繁见
诸各类政府文件和企业愿景之中，但部分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增长乏力也是公认的事实。一方面，部分企业转型动力不足，属
于业绩下降背景下的倒逼式改革。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盲目进行

“转型升级”，在缺乏科学论证和系统规划的情况下，仓促上马。
在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淘汰的是落后产能，而非企业本

身。目前，国家新兴领域的“增量发展”如火如荼，而传统行业
在日趋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如何避免因转型不力而被迫“拆后重
建”，甚至被淘汰出局，将是其亟需思考的命题。

本报电 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新
华社联合主办，新时代健康产业 （集团） 有限
公司协办，北京陈铎艺术创作室、“朗诵会”
公众平台承办的“‘和你一起读世界’世界读书
日朗诵会”，将于 4 月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演出嘉宾主要来自
“朗诵会”公众平台，涵盖了中国朗诵界老中
青三代翘楚及众多演艺界名人明星，包括殷之
光、陈铎等，著名主持人王小丫、赵普主持。

“和你一起读世界”世界读书日朗诵会，旨在
以朗诵会形式推动全体中国人热爱阅读、提升
全民素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阅读
与朗诵讲好中国故事。

今年4月23日，是“朗诵会”公众平台正
式上线一周年的日子。该微信公众平台由朗诵
艺术家曹灿、殷之光、陈铎、濮存昕等共同创
办，并与50余位朗诵、表演、主持、播音、文
化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共同发起，依托陈
铎艺术创作室正式成立。 （可 文）

网络平台涌现海量作品

在许多“80后”的童年、少年记忆中，漫画还是一摞
摞的杂志和成套的画册。从电脑、手机上看网络漫画，已
是成年后的事情了。但这却是“90后”、“00后”们漫画阅
读的起始阶段。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
“互联网+漫画”改变和颠覆了原来的产业格局。网络有着
门槛低、成本低、容量大、载体多、自由度高、互动性
强、传播快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也吸引了大量漫画作者
纷纷采用网络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从电脑端的漫画网站、博客、论坛、空间，继而到微
博、微信，许多漫画作者以网络为载体吸引了众多粉丝，
诞生了“阿狸”、“兔斯基”、“罗小黑”、“绿豆蛙”诸多知名
漫画形象。

近几年，手机漫画阅读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漫画
作品海量涌现。在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以“漫画”为关键词
搜索，可以看到 40 多款客户端，如腾讯动漫、快看、咪
咕、漫画岛、有妖气等。打开每个漫画频道或手机应用，
都可以看到满屏的作品。

《中国网络漫画出版发展报告》 显示，截至 2016年年
底，中国各大网站漫画作品总量有15万部左右，网络漫画
作者9万多人，漫画点击量达到2000亿次。

巨头和资本推动产业化

在素有“漫画王国”之称的日本，漫画不是低龄儿童
的专属，早已是全龄化的文化产品。并且形成了以漫画为
基础，以动画和游戏为扩展对象，以电影动画为最高形式
的 ACG 模式。在二次元文化逐渐破壁的环境下，国内漫
画也在向全龄化扩展。

“罗小黑”是“85后”的小崔上学时就喜欢的漫画形
象，正版玩偶、背包、书籍均已购买多次，她还期待着漫

画大电影的上映。如小崔这样的漫画粉丝数目庞大。他们
年轻、活跃、黏度高。若他们喜欢的漫画形象能够出版成
书，或开发成游戏，或制成玩偶等衍生品，或拍摄成大电
影，或与其他品牌跨界合作，相信其中很多人都愿意欣
赏、收藏或送人，其消费潜力不可小觑。

根据易观千帆监测数据，2016年第4季度中国移动动
漫市场整体活跃人数达到 4683.77 万。漫画的读者群和 IP
效应吸引了企业巨头和资本的关注和投入。

近几年，腾讯、网易、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光线传媒等
企业陆续把动漫作为重要板块进行布局和经营。中国电信
开发出“爱动漫”手机应用，中国移动推出“咪咕动漫”手机
应用。“腾讯动漫”不仅推出手机应用和H5产品，还投入3亿
元人民币扶持动漫创作者和工作室，鼓励原创，培育IP。

随着二次元概念的火热，资本也闻风而动，加入二次
元产业战局。华闻传媒以3亿元并购漫友文化，奥飞动漫
以9亿元收购有妖气漫画网站，合一、中文在线投资分别
向 A站 （AcFun弹幕视频网） 投入数亿元，腾讯则投资了
B站 （哔哩哔哩）。

企业和资本的投入，推动一些窄众的动漫IP发展成有
大众消费基础的IP。比如，有妖气上火热的《十万个冷笑
话》在2015年被拍成电影。还有些漫画被开发成游戏。这
些足以说明漫画已进入产业化运作。

优质内容稀缺前景堪忧

网上虽有数十万部漫画作品，却难以见到如日本漫画
那种风靡全球的作品和形象，存在盲目模仿、抄袭拼凑、
内容低俗等乱象。一些作者能够创作优质的作品，但是在
版权价值被低估、用户付费阅读习惯差、过于看重点击率
的环境下，难以经营和变现，致使作品短命，IP产业化运
作更是无望。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IP跨界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段
晶晶对此有所观察，在她看来，近年来漫画行业作品产出
量大，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受欢迎的漫画作品和漫画形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漫画作品在内容质量上已经达到很
高的水准。

“具有优质IP素质的漫画作品，必须是满足长期IP化运
作需求的作品，而并非仅仅画面精良、故事动人，或在一个
时间段内具有较高阅读热度就可以的。”段晶晶说。

如果一个团队在完成漫画作品的同时，能够兼顾到适
于长期 IP化开发的角色设置、故事线及推进、绘画水准、
商业元素、周边内容及粉丝运营等方方面面，才能有更好
的前景。但这样的团队需要很高的配置。

会不会有平台和资本扶持这样的团队，仍然值得期
待。可以预见的是，精品内容创作将成为各个漫画平台未
来的发展重点，推动用户付费模式和IP产业化的成熟。

网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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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这

些现代社会耳熟能详的名词背后，连接着一个共

同的概念——数字经济。如今，数字化升级已成

为中国各传统行业发展的常态。不同行业、不同

企业，该如何进行数字转型？中国数字经济将如

何发展？这些都是业内长期探讨的命题。

消除管控“盲区”

莫让校园后厨直播流于形式
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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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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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 王瑞景

从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再到如
今的手机应用，漫画这个并不新鲜的文
化门类，借助于各路互联网媒介的更新
迭代，发展速度迅猛。在资本的推动
下，漫画手机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井喷出海量作品。与此同时，中国漫画
中优质作品却并不多见。如何看待这种
现象？中国漫画的发展前景怎样？如何
推动优质作品产业化？

“和你一起读世界”朗诵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