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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祖训”的神医为何大行其道

“

媒体观点

让孩子睡个好觉
咋就这么难
□ 杨三喜
超八成中小学生睡眠时长未达标，
看到这条消息还是让人吃了一惊。
《中国
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日前在北京发布，通过考察青少年的抑
郁和睡眠状况在十余年间的演变趋势发
现，得出了“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的
结论。
这一结论与过去的一些研究和生活
经验是一致的。
“ 不做作业父慈子孝，一
写作业鸡飞狗跳。”尽管从教育部到各地
都对作业布置提了很多要求，严控时长
和总量，但在现实中，超标仍然常态。而
且即便学校作业布置少了，还有线上线
下辅导班的作业等着中小学生。放学后
作业过多，导致很晚才能睡觉，是造成学
生睡眠不足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从睡眠演变趋势来看，学业压
力显然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
报告显示，上学日睡眠时长随年级升高
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周末补觉的现象呈
现学段分化，小学和初中阶段在上学日
平均睡眠时长减少约 40 分钟，而到了初
三及高中阶段，下滑更为严重，减少 40.2
至 51.3 分钟。这种趋势，所反映出的就
是距离中高考越近，升学压力越大，而睡
眠下降越严重。
当然，
影响睡眠质量的不会只有有形
的作业，
肯定还有无形的考试升学压力以
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手机等电子设
备的使用、
缺少体育锻炼等。再如，家庭
生活环境、
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会直接影
响孩子的睡眠时间。打个比方，
父母关系
不和、
经常吵架，
孩子必然睡不好。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充足的睡眠关
系生理发育，关系健康成长，也直接影响
中小学生的幸福感。保障中小学生的充
足睡眠时间，扭转睡眠不足日益严重的
趋势，
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
近年来，为保障学生睡眠，有不少地
区和学校进行了很多探索。包括规定上
下学时间，比如，初一二年级学生到校时
间不得早于7：
45，
一二年级小学生还可以
延迟到8：
30等。但效果并不如人意，
根本
原因就在于睡眠管理是一个系统问题。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教育部长陈宝生就要求抓好中小学
生作业、
睡眠、
手机、
读物、
体质管理。这
五个管理，看似互相独立，实际上相互关
联、
相互影响。
做好作业管理，严控作业时长和总
量，减少学生进行重复、
低效的机械训练
负担；做好手机管理，引导中小学生合
理、有节制地使用电子设备，才能为睡
眠、体育锻炼等腾出时间和空间。而作
业、
手机乃至于体质管理的成效如何，一
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睡眠时间以及睡
眠质量。另一方面，睡眠管理的成效又
取决于其他几项管理的成效。
如何保证小学生 10 小时、初中生 9
小时的睡眠时间，学校和家庭都肩负着
重要责任。而做好作业管理、睡眠管理
乃至于体质管理背后，还涉及一个观念
的问题，那就是有没有把学生的健康成
长放到第一位。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学校要摒弃以
成绩第一、
升学率第一的教育质量观，家
长要摒弃强迫孩子成龙成凤的教育理
念。只有这样，方能正本清源，在睡眠管
理上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劲往一处使。
否则，很容易陷入“校内减负 、校外增
负”，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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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今天我
们抱怨年迈
的父母花几
千上万买“保
健床垫”，明
天我们也会
因为犯下愚
蠢的错误被
子女责怪。
错的是骗子，
而不是老年
人。应该反
思的，
不是老
人为何不加
强学习跟上
时代，
而是如
何保护他们。

“我翻来覆去地思想斗争一个月，最终做出了一
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把祖传的秘方无偿奉献出来，让
药厂批量生产，这样就算我不在了，这个秘方还能继
续救人。”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名为
《神医宇宙》的网络视频。视频中，30 多个“神医”以
业内德高望重老专家身份出现，一本正经地念着上述
高度雷同的台词。画面虽然粗糙，台词虽然可笑，但
严肃与荒诞之间却有一种看不见的张力，莫名地产生
一种喜感，让人忍俊不禁。
（界面新闻 3 月 2 日）
“鬼畜”是一种网络亚文化，起源于日本动漫，为
青少年所喜爱。从字面上来理解，鬼畜就是像鬼一样
抽搐，在中文语境里，具体是指这样一类视频：该类视
频以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 BGM 的节奏达
到洗脑或喜感效果。此前关于马保国的搞笑视频，郭
德纲和于谦的相声，包括这个《神医宇宙》，经过网友
的剪辑之后，
都是典型意义上的鬼畜视频。
在我看来，鬼畜视频的最大意义，就是用有趣对
抗无趣，以夸张的手法，无限放大现实生活中的某些
现象，是一种更高级的恶搞。现在我们知道，
《神医宇
宙》里出现的 30 多个“神医”，虽然以专家身份出镜，
但其实都是请来的临时演员，直接点说是江湖骗子，
他们口中千篇一律的台词，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文案。
有演员有剧本，再用“违背祖训”
“祖传秘方”之类的话
术给观众洗脑，兜售所谓的“神药”。至于药效如何，
只能是谁用谁知道。不过据媒体报道，有人用了这类
“神药”，
非但病情没有好转，
反而差点送命。

新闻漫评

高空抛物获刑

3 月 1 日，
《刑法修正案( 十一)》正式
施行，其中，高空抛物罪成为独立罪名。
当日，江苏常州溧阳法院审理了全国首
例高空抛物案件，徐某某因向窗外扔菜
刀，而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中新网 3 月 2 日）
点评：动真格了！人人均知高空抛物
不对，而只有法律的制裁才能让“手痒”的
心存敬畏。
——郑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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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张京徽
对于景
区积极回馈
游客的意见
以及处 理 问
题的效率，
必须要给予
肯 定 ，但 同
时我们也肯
定不希望商
家被冤枉，
毕竟大多数
网友所求的
还是事件的
真相，
而非为
了平息舆情
杀鸡儆猴。

这类“神医”广告，单看一次，我们可能发现不了
什么异样。但是如果此类广告全部剪辑在一起，在短
视频平台不断重复播放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神奇的
效果。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种弱智广告居然无处
不在，乃至于泛滥成灾。这究竟是骗子太高明，还是
观众太幼稚？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任何一种骗术，只要
找到愿意相信它的人，都有可能成功。这些虚假广告
的受众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对医药、健康方面的信息
都有着刚性需求，但同时他们的知识结构，又决定了
他们并不具备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因而，这类骗局即
便再弱智再可笑，
对他们而言可能也是行之有效的。
每个人都终将老去，终将跟不上他所身处的时
代。今天我们抱怨年迈的父母花几千上万买“保健床
垫”，明天我们也会因为犯下愚蠢的错误被子女责
怪。错的是骗子，而不是老年人。应该反思的，不是
老人为何不加强学习跟上时代，而是如何保护他们。
虚假广告是违法行为，
《广告法》也有明确规定，不得
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广告。但为何此类虚假广告还是
在各个平台堂而皇之地播出？
而老人何苦欺骗老人？看到视频里那些白发苍
苍的“神医”，我其实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悲凉，一个
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到了本该无欲无求的年纪，
还要被迫营业，充当商家的道具，把自己变成一个坏
人？动不动就“违背祖训”，
就不怕祖宗训斥吗？

陶小莫 作

4根面卖15 块”也许是个误会

“

2 月 27 日，有游客反映，在西安白鹿仓景区一面
平心而论，对于景区内的物价比外面略高一些，
馆就餐，15 块钱只有 4 根面，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引
作为游客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淡季旺季以及缺乏回头
起热议，景区第一时间进行调查。28 日，西安白鹿仓
客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景区内商家的经营成本会
景区就此事做出处理公告并致歉，景区表示，商户确
高一些，一碗面条卖 15 元，也在正常范畴内，网友的
实存在违规经营，已责成涉事商户停业整顿，之后将
反应强烈，是因为 4 根面条的数量似乎太少了——但
加强管理与培训。
（《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显然不能用根数去衡量面条的分量，比如四川成
只不过是一碗面条而已，居然形成了舆情，并使
都黄龙溪古镇的特色小吃之一就是“一根面”，号称
得西安的某景区对商户做出了处理，似乎有些小题大 “一碗是一根一锅也是一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做，
但考虑到游客拍了视频，
又抓住了“4 根面条”
这个
海底捞，服务员所提供的特色服务之一，就是把一块
点，再加上西安近些年打造网红旅游的力度，就不难
面片当着你的面甩成一根长长的面条。一根面也可
理解西安这样做的原因了。
以很多，
可见根数并非重点。
的确，4 根面条卖 15 元，差不多要 4 块钱一根面
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以上这几点后，我们会发现，
条，这个数据符合了人们对于景区物价高的想象，使
很多网友对
“4 根面条卖 15 块”
的愤怒，
可能是个误会。
得网友产生强烈的共情，于是纷纷谴责这户商家——
其实关于旅游区的物价，这两年曾闹出不少类似
但愤怒之前可以稍等一下：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此
的误会。就在去年 11 月 18 日，有网友爆料舟山普陀
事，
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山景区 1900 多元一顿的天价饭上了热搜，普陀山市
首先是景区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组前往现场调
场监管分局马上开展调查，结果在把账单公布到网上
查取证，表示抽查下来份量最少的面是 58 克，份量最
之后，不少网友却表示“没毛病”，原因就在其中有几
多的面是 63 克，每根面条平均重量 60 克（俗称“一两
道菜本身就不便宜，所以才让人感觉“被宰”了，但其
二”
），一碗面 4 根的话基本超过 4 两，已经接近 5 两了
实饭店是明码标价，在那件事上，舆论属于典型的被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5 两的分量和视频中所呈现 “带节奏”
了。
出来的面量是存在差距的。其次，到目前为止，景区
西安白鹿仓景区这家被停业整顿的商户，如果是
的工作人员没能联系到发布视频的游客，所以这位游
被冤枉的，
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营业，
而景区解决问题
客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碗面，
是个未知数。
的效率和态度，也让人对西安的旅游环境多放了一份
最重要的是，这个面条太宽了，属于宽面的范畴， 心。肯定有在景区里卖高价商品乃至于故意
“宰客”
的
如果用根来形容有些勉强。如果是仔细看了视频，可
商家，
但我们相信那只是极少数，
对于游客而言这种商
能会觉得强调根数有些“标题党”
的感觉。
家会让他们留下不愉快的回忆，
而对于景区而言，
这些
然而景区还是发布了致歉和处理公告，
并责令商户
商家属于害群之马，这也是从舟山到西安都对这种情
停业整顿。必须要承认的是，
如果按照目前景区的调查
况如此重视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景区的快速
结果，
其实商户是有些委屈的。对于景区积极回馈游客
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也算是给本地旅游业进行了一
的意见以及处理问题的效率，
必须要给予肯定，
但同时
次宣传。说不定就有专门去恢复了营业的“4 根面条
我们也肯定不希望商家被冤枉，
毕竟大多数网友所求的
15 块”
这家商户那里拍照打卡的游客。中国有句成语
还是事件的真相，
而非为了平息舆情杀鸡儆猴。
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其实说得很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