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不容易学会用智能手机，春节加了女儿的
微信，没想到她把我屏蔽了，想想也挺难受的。”2
月8日，家住浙江宁波的刘阿姨向记者吐槽，女儿
的朋友圈，连做美甲的小妹都能看，却把亲妈屏蔽
了。记者做了个小调查，发现朋友圈内容对父母
完全开放的子女不到四成。（澎湃新闻）

朋友圈要不要对父母开放，其实是传统父母
关系遭遇的新问题。以往在朋友圈等在线交流工
具出现之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冲突与情感隔阂，
往往会因为物理距离上的阻隔而被遮蔽和缓解。
但在朋友圈时代，由于实现了即时化的交流，这一
方面令父母与子女间的联系能够更高效，但另一
方面，也增大了原有代际冲突、观念碰撞的可能
性。于此现实下，子女朋友圈对父母屏蔽，未尝不
是对彼此分歧的主动“管控”。

说到底，子女屏蔽的并非是父母的亲情，而只
是规避可能导致双方冲突显性化或放大的那一部
分内容。这包括，观念的代沟，生活方式的差异等
等。换言之，屏蔽与否，关键还是在于子女是否真
的能够与父母在朋友圈保持“朋友”式的互动。正
如有网友所建议的，朋友圈的前两个字，是“朋
友”。如果你觉得你和你父母是朋友，那你就不屏
蔽；相反，如果你和你父母是传统的上下级亲情关
系，你们很少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那你肯定想屏
蔽了。而双方在观念上能否成为“朋友”，其实是
朋友圈交往的基本法则，对其他群体也同样如此，
而非专门针对父母。

更何况，一些屏蔽行为，本身恰恰就是出于善意
的为父母着想。比如，受访者表示，朋友圈内容对父
母进行分组管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父母

担心，“父母可能担心或唠叨的内容，一般屏蔽”。这
其实与不少人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习惯是一
致的。子女能够主动去减少父母对自己不必要的担
心，父母也未尝不能理解这种善意的表达。

某种程度上，朋友圈正是对传统亲情界限的
重新界定。传统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朋友圈
的规则下，得以被重新把握与审视。比如，它或以
一种子女主动的方式，让父母意识到，子女的成长
其实必将同时伴随着对父母的疏离，这是为人父
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所必须要接受的代价，若不
能正视这一点，则可能反倒加大彼此之间的矛
盾。当然，子女从中也有必要意识到，一味的屏蔽
父母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代沟就消除了，更为积极
的做法，或是与父母有更多的主动沟通，帮助父母
朝着“朋友”的方向发展。

作为央视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
词大会》近来颇为火爆。尤其是，来自上海的16
岁高中生武亦姝以能够背诵2000首古诗词而引
发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不少观众表示，自己的
孩子看完节目后，自觉地开始背古诗词了。（晶报）

一个文化益智竞技节目，竟蓦然刮起一股诗词
古文传统文化旋风，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一时风头
无两，举国热议，当然是传播普及传统文化的契
机。可是隐隐的不安，则也萦绕其间，它多大程度
是社会心理内发驱动，而非如民谣赶场一样，只是
偶然曝光，凑巧流行？毕竟，这股诗词风行和《成
都》刷屏热潮，都源于电视综艺的观赏性竞技形式。

说到底，还是一个PK竞技节目借着文化的皮，
圈了一众本身就缺文化的粉儿。就如前不久纽约
布鲁克林一高中中文卷子，让网友大呼学了“假中

文”；网上热烈讨论过对联上下联、左右贴法一
样。缺啥补啥，对未超出中学教材和课外读本选
题范围，且免除音韵格律平仄讲究，大大弱化难度
的诗文竞答，无限神化，才短期助推诗词大会这类
文化节目登上神坛。而这种舆情热度和大众本身
对传统文化渴求度其实是错位割裂的。

古文传统中诗意栖居和现代生活间也有着透
明的次元壁。一档节目能引起短期共振，或也未
必能一击强行洞穿。传统诗文可以汲取无限文化
养分修养身性，而不能只功利性作为时髦社交谈
资。文化本就有一个取精去糟的扬弃过程，臧否
褒贬，应持论公允，不需过度美化，厚古薄今，或矫
枉过正，觉今是而昨非。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一个简单的名字“星
驰”，可能典出“雄州雾列，俊采星驰”，课文都学

过，但教材要求背诵从“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开
始，你可能就忘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是开篇。

武亦姝的语文老师表示，不搞应试教育才能传
承传统文化，也是这个道理吧。不功利化工具化机
械化的以今律古，让其内蕴美感生生撕裂，不对文化
竭泽而渔。可惜，上学时我们却常碰到这种尴尬：韩
寒说自己文章入试题，自己却不会做。经典如鲁迅
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阅读理解等等。

说回节目，好在现有一档儿童益智类节目《零
零大冒险》，不再拿腔拿调拿孩子当弱智，颇像少
儿版“诗词大会”。难度据说能秒杀成人。只要别
太剑走偏锋，搞成诗文界奥赛，那这样文化培育苗
头，还是值得期许的。只是，文化话题若总是借电
视甚至要到少儿节目，才能现象级刷一次屏，想想
还是值得反思的。

201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取
钱》中骗子打电话时说的疑似是河南方言，引起网
友热议。2月7日，西安一河南籍律师张华山以

“地域歧视”和“侵犯河南人名誉权”为由提起诉
讼，要求北京电视台和该小品编剧及演员，向所有
河南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人一元。对此，有
市民认为，律师或有炒作之嫌。“难道说操京片子
就是黑北京人了？作品只是作品，不能对号入
座！”（华商报）

虽然节目方已经一再出面解释、道歉，但是小
品《取钱》所引发的风波，时至今日仍旧未能平
息。该消息一经曝出，便迅速成为网络冷嘲热讽的
素材。这一轮戏谑调侃，颇能代表人心偏向：如果
说，原作品中那几句“带口音”的台词，尚且令不少
民众觉得有所不妥；那么，张律师此次来势汹汹的

起诉，则似乎正让整个事件的舆论走向发生逆转。
按照张律师的说法，小品《取钱》的过错主要

在于两个层面，也即“地域歧视”和“侵犯名誉
权”。在这两者中间，所谓“地域歧视”一说实则并
不是法律概念，因而天然不能构成为正当的诉讼
理由。再者说，原作品到底有没有歧视，其实也很
难说。按照常识，“地域歧视”必须是指对被歧视
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就此而言，郭冬临的小品，
并没有针对特定群体发表任何直接的“负面评
价”，更没有损害特定个体的利益、声誉，并不存在
明显的恶意。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
件之一，就是“被侵害的对象应当是特定的人”，这
专指是“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具体人”——说
某某地方、某某省份的人被侵犯了名誉权，这在法

律语境里是难成立的。除此，要认定侵犯名誉权，
还必须满足“侵权人的行为对受害者名誉造成严
重损害”的条件——试问，郭冬临的小品，“严重”
伤害谁了？

律师的身份，煞有介事的起诉，这一切看起来
都有模有样。可是，考虑到这其中种种极其业余的
说法、做法，我们终究会发现，这一事件从头到尾都
与法律毫不沾边。在此事中，张华山律师既不具备
诉讼主体资格，也没有合适的诉讼理由。更不用
说，在完全未获得当事人推举、授权的前提下，他根
本没有权力代表某地人发起“代表人诉讼”。

针对一个小品中的口音而起诉，可说是典型
的滥诉。这类奇葩诉讼，极大浪费了公众注意力
以及有限的司法资源，其除了制造喧嚣一时的谈
资之外，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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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别只依赖综艺节目的虚火
◎李晓亮

告小品“地域歧视”，有滥诉之嫌
◎蒋璟璟

朋友圈屏蔽父母，不妨平常心看待
◎朱昌俊

锐评论

对于南京小学生家长而言，新
学期就有好消息。南京市政府年初
承诺的一项惠民新政立马兑现，小
学新学期第二周起实行“弹性离
校”。6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
小学“弹性离校”工作指导意见》明
确，凡正常放学后按时离校有困难
的小学生，可延时离校，且家长不需
要缴纳费用。

弹性离校
@华商报：南京率先实行“弹性

离校”由政府买单，通过给学校发放
专项补助，让小学生享受到免费延
时服务，可以说是公共服务的有益
样本。相比之下，对于“弹性离校”，
许多地方实行“自收自支”，一些学校
为解决经费和人力不足的问题，向学
生收取延时服务费。问题是，学校是
事业单位，要收费必须首先取得收费
行政许可，而收取延时服务费显然没
有法律依据，当属乱收费之列，而且
这也背离了义务教育的初衷。实行

“弹性离校”，应成为义务教育的一种
“标配”。不仅限于小学，在初中和幼
儿园，也应该实行“弹性离校”。事实
上，政府向学校提供“弹性离校”补
助，等于是“花钱买服务”，教育部门
及学校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服务
设施，提高服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
务能力，多探索一些人性化的措施，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学生实
行人文关怀，使他们在免费延时服务
中，感受到父母般的关爱，体验到家
一样的温暖。

@北京青年报：在实行“弹性离
校”后，教育部门强调要面向所有有
需求的学生家庭，以家长自愿报名、
学生自主参加为前提，严禁以任何
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严
禁以任何方式拒绝或推诿有困难学
生参与；要坚持这项工作的“公益导
向”，学生参与“弹性离校”期间一律
实行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
学生家庭直接或变相收取任何费
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搭
车”进行其他有偿服务。做到这些，
关键在财政保障到位，以及在中小
学建立家长委员会。类似于“一刀
切”处理学生课后兴趣班的做法还
有不少，比如禁止学校组织学生春
游、秋游、跨省研学旅行等等，这都
属于“推责式”处理。期望更多地区
能结合实际，从恢复托管班、实行

“弹性离校”开始，告别“推责式”教
育管理和办学。

鸭子未归责难邻居
枳实入药治愈胸痛

葛洪桂龙药膏经销地址：市区药房健之佳药房，福利大药房，海王星辰药房，华安堂药房，同吉康药房（北门大桥北），贝尔康大药房，康鑫药房（龙潭寺华冠路店），华夏药房，科创大药房（驷马桥横街），瑞人堂（水碾河路），德仁堂药房，芙蓉大药房。红牌楼康源药房，同善堂药房，康美佳药房（肖家河店），海天药房，大华药房，华博大药房簇桥簇锦北路），御民堂大药房 同康
药房（青羊宫对面），大维康药房（陕西街店），立创健康药房，瑞康大药房，成都大药房，金牛区益生康药房（高家菜市），诚康药房（沙湾店），平心堂药房（黄田坝），中一堂药房（中医附院旁），兰宏药房（九里堤南路），成都同仁堂，神草堂药房（大慈寺旁），美信药房（莲花中路） 郊县药店东升镇仁和堂（教育局对面)，龙泉国民药店(驿马桥旁），十陵培元堂大药房（东方家园后门)。
新津：寿龄堂药房(新民街) ，金山角药房(武阳西路)。温江：万华大药房，常春大药房(温中斜对面）。崇州：蓉城百姓连锁。大邑：命源大药房(川西医院斜对面)。邛崃：利康大药房(南岳街店），新都：永昌大药房（新中路）郫县：宁丰堂连锁药店，济州堂各连锁，郫县合和堂（郫县豆瓣厂旁）。都江堰：华康大药房（蒲阳路），卫康各连锁。青白江：长春药店.（政府北路)，金堂：长安
药房(幸福路店)。浦江县:康福莱大药房（驭虹路） 二级市场：德阳：德阳康贝药店（西街20号），太极德阳大中药业，德阳大成药房连锁 乐山：犍为百姓缘大药房，金都大药房（柏杨中路医院斜对面），市中区嘉禾大药房。绵阳：安康药业连锁，天天平价连锁。达州市：九九医药超市（二马路）。攀枝花：鑫华仁药房

028-65320987
广告

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肾
主骨、心主血、脾主运化、肺主呼吸、肝主疏泄，各种慢性病都
由五脏虚弱受损而引起。五脏同调是解决中老年人慢性病
的好方法。

葛洪牌桂龙药膏，药材好，药量多，迅速吸收，分入五脏，

葛洪 祝您远离慢性病 晚年健康有福气

抢购
热线：

R

197
葛洪不但位列中国古

代十大名医之中，而且其
五脏理论对后世医者影响
深远，中国至今为止获得
最高奖项的屠呦呦就是得益于葛洪的医
学著作《肘后方》中的一句"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葛洪一生，
著书立传，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今
天小编给大家讲讲葛洪在《抱朴子》中的
一些当时的重要见解。

028-86969013

这里是大型公益养生栏目《五脏养生堂》，这里有跨越千年的中医精纯，这里有贯通古今的养生精华，这里有让你一学就灵的健康妙招。从大病到小症，我
们认真解答；从急症到慢病，我们见招拆招。健康就在《五脏养生堂》！

东晋年间，家住徐州之地一户吴姓
人家，男主人名为吴平，心地善良，和蔼
可亲，与周边邻里的关系相处十分融
洽。而邻居孙姓人家的几只鸭子，平时
经常光顾他家。每当如此，吴姓人家都
会及时通知孙家将其赶回家里。不料，
一天傍晚，孙姓人家的几只鸭子，还未回
到家中，被焦急心态冲昏了头脑的孙家
人来到吴家，没好气地说道："你家的鸭
子一只不少，怎么我家的鸭子失踪了
呢？你们是不是故意不管我家的鸭子？
"吴平听后，心里非常郁闷，由于脾气大，
而顿时出现了胸痹、胸痛的症状。

虽然如此，吴平忍着疼痛，要求家人一
起帮助孙家出去找鸭子。很快，吴家人帮
助找到了鸭子。此刻，孙家人已深知误会
吴家，并帮忙求医问药。最终，孙家人帮忙
找到了葛洪。葛洪给吴平详细检查后，开
出治卒患胸痹痛方：枳实，桂等分，捣末，橘
皮汤下方寸匕，日三服。服用十日后，吴平
痊愈。最终，吴孙两家结成了世交。

舒服的姿势伤你最深，
可别再学“北京瘫”了！

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其实，"舒服窝在沙发里"就是俗称的"北京瘫"。
不得不承认，"北京瘫"这个姿势确实很舒服。但生命君也不得不告诉一个真相：越舒服的姿势可能伤你越深。"北京瘫

"这种半躺姿势最伤腰。腰椎之间有一块叫椎间盘的"弹簧片"，质软，被一个个纤维环包裹着，可以让脊柱弯曲。半卧
位时，腰椎会因缺乏足够支撑，导致原有弧度被改变，让椎间盘所受重力不断增大，诱发椎间盘突出。

若长时间处于不正确的姿势，经常受压或拉伸，"弹簧片"外的纤维环可能破裂，里面的东西就会膨出，碰到神经，引
起腰臀部及下肢疼痛、麻木，即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此外，健康专家表示，生活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走、站、坐、躺这4种 "舒服姿势"，否则伤你最深。下面这4种
姿势，据说80%的人都中招了，对照看看你是否在这其中。

含胸、驼背、头前倾、肩膀耷拉着，
是常见的错误站姿，虽看似放松，却会
压迫颈椎、胸椎以及椎体周围神经，导
致颈椎骨质增生、椎间盘退化等。

那么，含胸、驼背、头前倾等错误站
姿，导致了颈椎、腰椎骨质增生怎么办？

权威骨科专家表示，骨质增生的本

质是人体骨骼的一种“衰老”现象，是一
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骨质增生造
成了疼痛、肿胀、肢体功能障碍等症状，
使人感到“不舒服”时，人们才把骨质增
生作为疾病来看待。

目前所有的治疗骨质增生的方法，
尤其是颈椎、腰椎骨质增生患者，相对

安全可靠的首选中成药物治疗。颈椎、

腰椎患者应坚持服用舒筋活络、温肾补

血、调理五脏的中药膏，搭配祛瘀活血、

消肿止痛的外用药膏，不仅可以起到活

血化瘀、行痹通络、抗炎镇痛等作用，而

且能够缓解疼痛的症状。

有些人一坐下来就会跷起二郎腿，
长此以往易造成骨盆倾斜，导致长短
腿，还会影响腿部血液循环。

很多人坐椅子时喜欢伸直双腿，就
像“瘫”在椅子上。此时，颈背部悬空、
腰部塌陷，全身仅靠臀部和脖子支撑，
肌肉、韧带长时间受到过度牵拉，整个

脊柱都很受伤。
女性跷二郎腿更容易患妇科病。

因为，女性在跷二郎腿时私密处会受到
压迫，再加上跷二郎腿会让下体温度升
高，在不透气的情况下就会引发细菌的
滋生，这样在会阴处形成温暖潮湿的环
境，可引起致病菌大量繁殖，从而引起

外阴炎或者阴道炎。
久跷二郎腿，容易造成盆腔内气血

循环不畅，引起附件发炎。妇科专家表
示，临床实践证明，治疗外阴炎、阴道
炎、附件炎，采取中成药物治疗效果好，
应坚持服用清热解毒、健脾除湿、通络
活血的中成药。

低头弯腰拖着脚
诱发脑供血不足

含胸驼背头前倾 会致颈腰椎骨质增生

跷二郎腿、“瘫”在椅子上 易患妇科疾病

走

站

坐

中国古代常行“趋礼”，
即地位低的人从地位高的人
面前走过时，要低头、含胸、
弯腰、拖着脚，以小步快走的
方式表示礼敬。

当下，不少人的走路姿
势与之类似，看似省劲却带
来诸多隐患：脚掌拖着走，
抬脚幅度过低，易造成关
节、肌肉、足弓劳损；走路不
摆臂易失去平衡而摔倒；头
部前倾使颈部血管、神经受
到压迫，易诱发脑供血不足。

心脑血管病专家表示，

脑供血不足是指人脑某一局
部的血液供应不足而引起脑
功能的障碍。而脑供血不足
临床主要表现为，头晕、肢体
麻木、全身乏力、嗜睡、视物
不清等。

专家建议，目前治疗脑
供血不足，常用中成药物
疗法。脑供血不足患者应
坚持服用舒筋活络、温肾
补血、调理五脏的中药膏，
搭配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的
中药胶囊。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