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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这一点
并没有错，而且十分必要。但是，
重视科研不能以牺牲教学为代
价。如果绩效考核和评价标准过
度倾斜于科研，
那么教学的价值就
会被消弭，
教师花在教学方面的时
间精力就会受到挤压，
大学教书育
人的职能就会受到削弱，最终也
会影响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光明日报：
《重奖教学名
师是大学该做的事》
流量造假不光是一种不诚实
行为，其弊端也不光在于欺骗投
资人、受众，
而是可能拉低创作质
量，
导致影视作品徘徊于低水平竞
争。这和自媒体创作一样，
如果点
击量代表一切，创作者、
运营者的
重心就会放在寻找吸人眼球的题
材，以及制作一个能骗取点击的
标题。微信文章盛行的“刚刚”
体、
“吓尿体”
等等，
莫不源于此。
——钱江晚报：
《影视创作应
超越流量之争》
聚焦孩子的自理能力，应从
培养责任意识入手。对于青少年
来说，能力有大小，责任更重要。
生活学习当中，即使有的时候“善
假于物”也无妨，因身体不适、无
暇分身而寻求专业帮助也无可厚
非，关键是要知晓自己肩上担负
的责任。对于孩子来说，担负起
应当担负的责任，才能在未来承
担起大任、
肩负起使命。
——人民日报：
《在生活中萃
取成长能力》

微
话题
【今日话题】

男性气质
连日来，关于“娘炮”的话题
引发热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新
媒体也先后刊文，直言
“‘娘炮’
之
风当休矣，病态文化影响不可低
估”
“
，涵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男性
气质，关键是要塑造一种有勇气、
有担当的内在品格，形成包容、开
放的现代风度 ”。动辄称人“ 娘
炮”
很不妥，因为这一称呼明显带
有贬义性色彩，但是媒体将其上
升为公共话题进行深入讨论，很
有现实意义。对此，
你怎么看？

【议论纷纷】
@小清新：现代社会是一个
多元的社会，对于“娘炮”文化应
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看待。
同时，对于“娘炮”文化的负面效
应，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的批判
和排斥。而是应该寻根溯源，去
批评当下媒介环境的追名逐利，
批评文化工业，是他们使审美庸
俗，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不
是某一种生命形态出了问题，而
是媒体应该展现更多样的生命形
态，否则只会使符号和意义越来
越分离。
@冰清玉洁：虽然“娘炮”文
化确实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效
应，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文化在
社会上还只是一种小众文化，仅
在一小部分群体中流行。试想，
虽然网上阴柔风的男明星大行其
道，
但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真的有
那么多阴柔的男孩子吗？而我们
之所以会觉得“娘炮”文化大行其
道，无非是一种拟态环境的环境
化表现。
（今日话题明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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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统文化
等不得“且听下回分解”
送走了单田芳这位全国闻
名的表演艺术家，
“ 评书四大
家”就只剩下了两位。民间有
句话流传：
凡有井水处，
皆听单
田芳。这句话大概改编自叶梦
得对于词人柳永
“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柳词”
的评价，
由此可以
看出单田芳先生在听众之中的
呼声。
（9 月 12 日《新京报》
）
“评书四大家”
是听众对我
国四位评书艺术家的尊称，
一谈
及这四位，有人就把相声界的
“帅卖怪坏”
四字套用在了他们
身上——袁阔成的帅、
刘兰芳的
卖、
单田芳的怪和田连元的坏。
小时候十分喜欢听这些大
家的评书，
可以说到了痴迷的地
步。每次中午一放学，
我就一路
小跑往家赶。因为每天中午 12
点的时候，
收音机里都会准时播
出评书节目。收音机里的评书
节目比眼下的影视剧还要火热，

□郝雪梅

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
大人、
小
这一切证明，
评书艺术已十分
孩，
男人、
女人、
官员、
百姓。没有
萧条了。在媒体的评论里，
看到了
几个人能躲开评书的诱惑。
很多这样的标题：
世间再无
“且听下
后来，
生活条件好了。评书节
回分解”；
“且听下回分解”无处分
目不再仅仅是收音机里的
“语言的
解；
“且听下回分解”
将成为历史。
艺术”
了，
变成了电视机里的
“肢体
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
的艺术”
。那个时代，
虽然是黑白
“且听下回分解”究竟该如何分
电视机，
虽然是不清晰的“雪花影
解？笔者以为，一方面，评书艺术
像”，可是我们依然痴迷评书节
应该走进课堂，一如其他曲艺形
目。评书的四大家，
带给我们的是
式可以走进课堂一样；一方面，评
无尽的欢乐。而如今评书节目已
书艺术需要融入网络时代，将精
经成为了一段记忆，
一段只有上了
彩的评书片段通过新媒体发布出
年纪的人才有的记忆和情愫。
去；一方面，要创新评书艺术的方
文化方式多元化，
娱乐方式多
式，借助现代手段实现升级换代，
元化之后，
评书这种曲艺形式渐行
比如可以配上动画、
场景；再一方
渐远了，
甚至连一个背影都没有留
面，要实现评书艺术的时代对接，
下。以至于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
除了要说些历史事件之外，应该
评书四大家，
对于年轻人来说，
就
介入新时代的题材，就像电视机
是
“一本天书”
。在媒体刊发了单
剧的内容那样，多些老百姓生活
田芳去世的消息之后，
在网络上看
中的柴米油盐的味道。
到的是一些说法：
有人说，
单田芳
传承传统文化等不得
“且听下
是谁？有人说，多有名的人死了， 回分解”，我们理应从保护文化遗
会引起媒体的如此关注？
产的高度，拯救
“且听下回分解”
。

起诉涉嫌讹诈者维护公平与正义
□苑广阔

近日，一篇名为
“越觉得幸
运，
越感到生气（扶老人被讹的
网友准备起诉了）”
的网帖在网
上引发关注。发帖人是浙江金
华 32 岁的小伙子滕先生，他在
帖中讲述了自己出于好心扶起
一名骑车摔倒的老人，被路人
指责，被对方报警称其为肇事
者，由此陷入一起双方交通事
故调查。
（9 月 12 日《北青网》
）
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不但
当事人自己，连网友也为他感
到庆幸，同时也为社会的公平
与正义，为见义勇为的社会环
境感到庆幸。如果交警没有找
到事发路段的摄像头，或者是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关键的摄像
头，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最后
可能的结果，就是伤者一方向
扶人者提出索赔，不管扶人者
最后是自认倒霉，
作出赔偿，
还
是 最 终 事 件 沦 为 一 起“ 罗 生
门”，
都会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
精神打击，也会对整个社会的

诚信环境带来巨大伤害。
现在，已经被证明清白之身
的当事人，决定向法院起诉被扶
者，
要求对方向自己公开道歉，
并
且赔偿因为救人而产生的误工
费、
交通费、
拖车费等等。事发之
后，网友们在对被扶者一家的行
为纷纷给予谴责的同时，对于救
人者的这一决定也给予了支持。
用扶人者的话说，如果事发后没
有监控还原真相，就肆意讹诈见
义勇为者，等到有了监控录像还
原了真相，
就一句道歉了事，
甚至
连句道歉都没有，那么这样的讹
人成本也太低了，而扶人所要承
担的各种成本却太高了。
诚如斯言，正是因为扶人的
成本太高，
而讹人的成本太低，
所
以才导致近年来“扶不扶”
成为一
种现象，成为一道迟迟解不开的
社会难题。那么现在有见义勇为
者通过法律手段向当初涉嫌讹诈
自己的被扶者讨个说法，要求其
承担因为扶人而导致的各项成
本，就是对涉嫌讹诈者的一种震

慑，就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引导、教
育和警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样的“起诉证清白”也是一种社
会正能量，
应该得到理解与支持。
站在被扶者一方的角度，除
非当事人倒地后昏迷不醒，
或神志
不清，
不管是从道德还是从法律角
度，都不该有讹人之心，不该做现
代版农夫与蛇中的那条“蛇”。即
便如新闻中的被扶者儿子所说，
他们在没有看到确凿证据之前，
有权利怀疑见义勇为者就是肇事
者，但是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
无论如何不该对见义勇为者恶语
相向，人身攻击，甚至要求对方垫
付医药费等。因为在真相未明之
前，这么做极有可能误伤见义勇
为者，
也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通过这件事，也给那些内心
充满善良，愿意在别人陷入危难
境地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提了一
个醒，那就是在见义勇为之前，不
妨多些自我保护意识，比如通过
拍照、录像取证；请周围的商家、
路人帮自己作证等。

山寨版微信来袭是警醒更是鞭策
□王传涛

近日，网上有一批商家兜
售山寨微信软件，目标客户是
在朋友圈卖东西的
“微商”
。这
些“李鬼”软件功能多多，很多
为微商所常用：
群信息轰炸，
批
量添加附近的人，假定位伪装
自己在海外，有的软件还宣称
可修改微信运动步数……也有
一些功能，
如转发语音信息，
一
键克隆朋友圈，极容易被骗子
利用进行电信诈骗。微信方面
表示，微信外挂软件不仅严重
侵犯微信的软件著作权，同时
经常会留有后门及木马，具有
严重的安全使用风险。
（9 月 12 日《央视财经》
）
这 是 一 个“无 微 信 、不 网
络”
的时代。一方面，
微信的用
户群体已经十分庞大。2018 年
一季度腾讯财报显示，微信和
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
达到10.40 亿，
同比增长10.9％，
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微信已经不再

只是社交媒体，
小程序、
公众号已
经让微信变成了一个功能庞大的
平台。这个平台的功能不断丰
富，渐渐绑架或是占据了国人的
更多的时间。有数据显示，微信
在移动端占据了国人至少 30%的
上网时间。如此语境之下，出现
山寨版的微信自然不会让人感觉
到安心。
公众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安
全问题。山寨版微信，首先能引
发许多网友关于信息安全、网络
安全、
支付安全问题的担忧，
也会
让所有的人产生“劣币驱逐良币”
式的担心。在山寨版微信里，朋
友圈里的展示出来的信息，将严
重失实——明明是在农村，却可
以定位到纽约；明明距离有几千
公里，
却显示是
“附近的人”
；明明
是销售惨淡微商产品，却可以 P
出成交量很大的截图……朋友圈
以及微信群里展示出来的信息，
已经不再是“有图有真相”
。谁也
不知道，与我们在微信上一起聊
天的，
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部机

器？我们扫的二维码，能不能泄
露我们的信息？
安全问题，其实在技术如此
进步的当下，并不足以多虑。互
联网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各大手
机应用商店下架山寨产品，电商
平台禁售此类软件，微信自己再
进行技术方面的升级，屏蔽掉山
寨 版 微 信 ，应 该 不 是 多 难 的 事
情。而微信自身的技术革新问
题，却给腾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课题——除了法律方面的权益保
护，唯有自身技术的不断进步，才
能让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长期立
于不败之地，才能永远留住粉丝
和用户的心。
在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当
下，即便有的社交应用已经垄断
了市场，在短期之间也看不到外
界的任何挑战，网络安全问题与
自身技术进步问题，也永远是最
重要的两大课题。从这个角度
讲，山寨版微信的出现，其实并不
是坏事，它给了互联网巨头一次
警醒，
也是对于技术革新的鞭策。

观点
1+1

女大学生拒绝靠爹
广东姑娘林玥为了学习自己喜
欢的数字传媒专业，放弃家人“安
排”的卫校，远离家乡来到成都上大
学，并通过网络众筹解决了学费问
题。校方表态称，希望学生来读书，
不要和家庭的关系破裂，也希望能
增进家长对学校的理解。林玥的父
亲表示要学会释然。
（9 月 12 日《人民网》
）

独立自主应尊重
□王钟

林玥与家人的矛盾，看似是专
业选择的分歧，实际上是人生规划
的理念冲突。在出生成长的家乡
平稳地度过一辈子，这种父辈们习
以为常的人生，在年轻人眼里就很
单调乏味。你给我在老家安排个
稳定的工作，我偏要到外面去闯一
闯，宁可在大城市“身体被掏空”，
这种价值观差异，无形间改善了竞
争环境。
大家只有凭真本事，才能在自
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成就。父母传
授自己的人生经验，终究替代不了
年轻人脚踏实地的闯荡，哪怕他们
碰了个鼻青脸肿。通过众筹方式解
决学费问题，
虽然剑走偏锋，
却很能
表现出这代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年
轻人的特质。若经济不独立，在跟
家人表达自己的诉求时，确实会少
一分底气。从新闻报道可以看到，
林玥不仅会网络众筹，还利用假期
到外地打工，林玥这样的年轻人用
实际行动证明：逼自己一把，就能
快快成长，
在精神上独立。
“
不 管 前 方 的 路 有 多 苦 ，只 要
走的方向是正确的，都比站在原地
更幸福。”看到林玥的这句话，不少
人会对她油然产生敬佩，但也总有
人觉得她年少轻狂。道阻且长，行
则 将 至 ，至 少 在 独 立 规 划 人 生 方
面 ，她 已 经 勇 敢 地 迈 出 了最重要
的一步。

父母要学会释然
□蒋萌

大一学生的年龄基本在 18、19
岁，在法律上已是成年人，是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但在许多父母看来，孩子永远
是孩子，家长作风依旧，包办思想不
减，
口头禅往往是“一切为了孩子”。
一些大学生虽然对父母“啥都
管”有微词，但也过惯了“啥都不操
心”的日子，完全拒绝父母的经济支
持和铺路者还是少。某些青年嚷嚷
“独立”也是半吊子，一面任性地“走
自己的路”，一面伸手管父母要“生
活来源”，自负过头感觉良好，一旦
出事又找爹妈“摆平”。不仅如此，
对成年学生与父母的关系，学校也
可能出现认知偏差。比如，本例中
的学校表示，希望能增进“家长”对
学校的理解。
“ 家长”是指“一家之
主”、
在家负“总责”的人。如果真将
成年学生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为何
仍称学生父母为“家长”？父母始终
是父母，
“家长”未必一直是。对此，
不少人没想明白。回过头看林玥姑
娘，她要规划自己的人生路并为此
负责，值得尊重。一不犯法，二不违
背公德，她的选择无关对错，旁人无
权评价，包括她的父母——这是她
作为成年人应有的选择权。目前
看，林玥的独立不是半吊子，经济独
立是人格独立的重要基础，她在努
力实现这一目标。林玥与父母未必
“闹掰”，这更像是一只羽翼渐丰的
鸟儿，离巢展翅飞翔，寻找属于自己
的天地。当然，亲情不应淡漠，希望
林玥和父母能够相互体谅和尊重，
相逢一笑，
摒弃前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