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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神药”不靠谱
“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近来，随

着关注减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奥利司他
类药品被当作“减肥神药”在网络上大肆
推销，有人宣称它“无副作用不反弹”，更
有生产企业标榜自己为“中华老字号”。
然而，它的功效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

“神”，不少用户投诉该减肥药“无作用会
反弹”，还有人投诉服用该药后会“拉肚
子、头疼、影响月经”等。

奥利司他本是一种脂肪酶抑制剂，服
用后可抑制脂肪的分解吸收，以达到控制

体重的作用。也就是说，该药只能起到热
量控制的辅助作用，并不能当作减肥的

“灵丹妙药”盲目使用。
更何况，是药三分毒，奥利司他药品说

明书上明确记载会有4项至6项不良反应，
绝不像某些广告宣传说的那样“安全有效，
无副作用不反弹”。这种以浮夸推销忽悠
消费者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应及时予以
制止。消费者也要保持理性，别轻信网络
上的夸大宣传，须知，“管住嘴，迈开腿”才
是减肥真谛！ （图/陶小莫 文/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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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来论

莫入“虚拟恋人”的情感陷阱
■ 陈广江

直播订婚变带货、5小时吸金近半
亿元的网红殷世航“呛水”“翻车”了。
距殷世航订婚直播活动结束仅一天，快
手电商官方微博就发布通知，殷世航直
播存在炒作卖货、低俗演戏、虚假宣传
等违规行为，账号被封禁。据媒体曝
光，声称“不带货”的殷世航被平台处罚
源于23万条用户举报，其账号被封禁时
间长达23万天，约为630年。这真是：
别看一时蹦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23万条投诉与23万天封禁，说明
了什么？23万条投诉说明在直播平台
上，尽管有人不明就里，被各种套路迷
得七荤八素，但保持清醒、冷眼旁观的
大有人在；尽管有人被带到了沟里，“打
落门牙往肚里吞”，但站出来拆穿“皇帝
新装”的同样不乏其人。而封禁账号23
万天，则说明平台的监管在强化，想

“红”想“火”都得守底线、讲规则。如果
一边在平台里“畅游”，一边又“乱排乱
放”，一边吃锅里的饭，一边干砸锅的
事，不讲“武德”，破坏规则，伤害用户的
情感和利益，就会被踢出去。

按理说，面对 23 万条投诉、23 万
天封禁，殷世航应该醒醒了，知道今后
该怎么做了。然而，被封号后，这位老
兄却发微博向网友表示：“为了成为你
们的快乐源泉，代价就是我扮演小丑
逗你们开心。”明明是自己突破了底
线、碰了红线，把别人往沟里带，最终
呛了水、翻了车，偏偏要把自己说得这
么高尚，摆出一副代人受过的无辜面
孔。这实在让人有点看不懂，他到底
是“入戏”太深，忘了自己是谁，还是

“将网友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把人
卖了，还忽悠人帮着数银子”。但有一
点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压根就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何不妥，也没有真正吸取教训。

或许，人们不必对一个“呛水”“翻车”网红的话抓着不放。
毕竟，说话是他的权利，再者，说这些话于他可能只是“过过嘴
瘾”，另类的哗众取宠而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在直播
平台上，打着博人一笑、替人省钱之类的幌子，实际上把粉丝当
作“提款机”，变着花样“割韭菜”、将流量变现，已经成为一些人
的“拿手好戏”。对此，切莫掉以轻心、等闲放过。其实，有时只
要多看一眼、深想一层，就能揭穿“画皮”：如果他们真的如宣称
的那么高尚，为何要搞出那么多的套路，吃相那么难看，常常让
人慨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说来说去，归根到
底，不还是为了吸流量、赚银子？

说到了流量变现，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追问：一些问题网红
的账号被平台封禁之后，他们通过炒作卖货、低俗表演、虚假宣
传等圈来的钱，到底该咋处理。如果只是封禁账号了事，恐怕难
以让一些人真正感到“肉疼”，大不了换个平台、换套马甲“复
出”。真的如此，一些平台直播违规行为就难免会成为“臭豆
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黑红总比不红好”的观点之所以
有市场，个中原因未必不在于此。

只需几十元，就能和素未谋面的“虚拟恋
人”谈一场恋爱，陪自己聊天、打游戏、看电影
……目前，这种借助网络的有偿式情感服务，
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求情感慰藉和解压的方
式。记者调查发现，“虚拟恋人”在制造“甜蜜”
的同时，也暗藏各种陷阱。（5月20日新华社）

在“520”告白日，“虚拟恋人”现象再度引
发关注。事实上，明码标价的“虚拟恋人”服
务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多年前就曾在某电
商平台火了一把，只是该行业因频频涉及色
情交易被整治。去年以来，因新冠肺炎疫情
给社交造成困局，这一蛰伏的行业再次复苏，
很多宅男宅女选择“虚拟恋人”排解压力和寂
寞。“虚拟恋人”服务在品类、模式等诸多方面
都有了很大进化，但不管怎么变化，其实质都
没改变，所暗藏重重风险也一直存在。

“虚拟恋人”的确能帮人排解压力和寂
寞、获得沉浸式恋爱体验，但双方实质上是一
种“情感”外壳下的、短期性的交易关系，始于
金钱，终于金钱。尽管消费者和从业者对此

心知肚明，但一旦开始游戏、进入角色，年轻
人很容易陷入其中不可自拔，直到“情财两
空”。对情场小白来说，为“虚拟恋人”下单，
就是饮鸩止渴。

虚拟的往往是完美的，也是危险的。在
虚拟恋爱中，消费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设
定角色，从业者则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营造“理
想人设”，包括样貌、身份、性格等都是消费者
最渴望的。这种情况下，从业者对照“剧本”
施展话术，消费者很容易被“PUA”，最后腰
包被掏空。此外，“虚拟恋人”还可能引发软
色情、诈骗等违法犯罪问题。

整治“虚拟恋人”乱象并非易事。一方
面年轻人有情感需求，但在现实中又无法满
足；另一方面这种服务行走在法律和道德的
灰色地带，善打各种“擦边球”，给监管带来
不小难度。

相关部门应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强化
行业规范，让陪伴服务健康发展、发挥正面
作用；同时，引导年轻人树立理性、健康的情
感观、家庭观才是根治之策，这需要各方形
成合力，久久为功，把年轻人从虚拟世界里
拉出来。

﹃2
3

万
条
投
诉
﹄
与
﹃2

3

万
天
封
禁
﹄

■
张
永
生

谈
热
点

寻
真
相

炎炎夏日，热浪逼人。自5月10日以来，
我省高温天气已持续了10天之久，气象部门
多次发布高温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为
避暑降温，很多人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哪里
凉快哪里去”。但是也有不少人为维护城市
正常运转，冒着烈日坚守岗位，挥汗如雨不
言苦，比如交警、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
人、建筑工人、公交司机、电力建设者等。

烈日无情人有情，为应对高温天气，各
单位纷纷想出“清凉”办法。比如，环卫部门
为环卫工人准备了绿豆汤和应急药物，沿街
爱心商户为环卫工人敞开大门；建筑工地将

作业时间进行调整，避免午间太阳直射引起
人体不适；三亚还专门设立了“爱心驿站”，
为环卫工人、交警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矿
泉水以及防暑降温药品等清凉物资……诸
多“清凉”之举，传递出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
对户外工作者的贴心服务与人文关怀。

应对高温，不但要有充满人文关怀的
“凉”心，更需要系统完善、执行严格的“凉”
策。我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赋予了
劳动者高温津贴、高温劳动保障、防暑降温
饮料等一系列高温福利。高温之下，更重要
的是工作环境的改善，这就需要各级劳动部
门进一步加强监管、主动作为，细化完善相
应的规章制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清凉
政策，切实维护制度的刚性，为劳动者尽可

能提供一个凉爽舒适的工作环境。
酷暑难耐，如何释放出宜人清凉，对城

市管理能力和水平是一场考验。一旦遇到
持续高温，最直接的结果是居民用电用水量
剧增，对城市水电供应能力造成压力。有的
路段变压器不稳定，越是用电高峰期，越容
易跳闸停电；而有的老旧小区，水管破损，供
水有限，遇到居民集中用水，就只能“供低不
供高”，甚至长时间断水。因此，以“凉”策战
高温，需要完善的公共政策和完备的应急制
度来托举，厘清各方权责，查漏补缺，尽力跑
在高温天气之前。

此外，高温天气容易导致干旱。个别乡
村原本就存在用水困难的现象，高温炙烤
下，不但居民需要大量用水，牲畜、农作物也

会喊“渴”。农村用水关系到农户生产乃至
一年的收成，需要给予重视，相关部门要把
保障措施抓实抓细，将问题困难想在前头，
把应急预案准备得充分一些。据天气预报，
此轮高温还将持续数日。高温天气带来的
影响，范围广、时间长，有的不良影响在高温
天气结束之后才会显现，因此千万不能麻痹
大意、掉以轻心。

烈日炙烤，呼唤爱的清凉。应对高温不
是部分人的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
比如，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节约资源；不乱
丢垃圾，为环卫工人减轻负担；遵守交通规
则，尊重交警流淌的汗水……每个人都要尽
己所能，身体力行，为烈日下的工作者撑起一
把阴凉的大伞，共同呵护城市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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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践初心，危难时刻敢担当。碧桂
园临时“候鸟”党支部的作为得到了陵水组织部
的认可，待疫情阴霾逐渐散去之时，获批“转正”。

听闻这一消息，来自五湖四海的“候鸟”业主
纷纷主动将老家的党组织关系转至海南，正式成
立英州碧桂园“候鸟”党支部。同时，陵水人才部
门也发现碧桂园珊瑚宫殿“候鸟”人才济济，遂派
专人指导，成立了英州碧桂园“候鸟”人才工作站。

为此，碧桂园在陵水组织、人才等部门的支
持下，专门打造了崭新的英州碧桂园“候鸟”党
支部、“候鸟”人才工作站、老年教育学校活动场
地，用以开展“候鸟”党员组织党建活动、“候鸟”
人才办公、公益授课等。

据海南省统计局统计，到2019年，每年来
琼的“候鸟”人口总数已超过134万。近年来，
如何更好地挖掘、发挥“候鸟型”人才的余热，成
为海南逐步探索、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此，陵水碧桂园珊瑚宫殿做出了有益的
探索。在黄明杰看来，创新社区服务管理方式，
推动“党建引领+物业服务+居民自治”，可广泛
动员小区内优秀党员、“候鸟”人才等有一技之
长的能人，带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组织形式多
样、内容多元的社区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幸福感。

陵水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有关工作人员刘望
表示，希望碧桂园继续扛起企业担当，发挥平台
效应，加大社区人才的挖掘力度，引导更多“候
鸟”高端人才助力社区甚至城市发展。

陵水组织部门考虑到“候鸟”冬至海南，春
返故乡的特性，为保障“候鸟”党支部在“归巢”
期间党组织工作顺利开展，该部门正在推动碧
桂园物业筹备成立物业党支部，“届时两个党支
部‘两条腿’走路，在开展工作中互补，互相监
督，推动社区共治健康发展。”该负责人表示，这
种创新和探索，将更加充分地利用“候鸟”人才
资源，让这些“银发一族”在党建引领下，更好地
发挥余热，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成就自我。

陵水英州碧桂园“候鸟”党支部：

蹚出“党建+候鸟人才”社区发展新路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还没走到党支部

活动中心，远远就听到里面传来嘹亮的歌声。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碧桂园珊瑚宫殿一角，这样热闹的场景屡见不鲜。

近千平方米的场地，是项目业主们社区生活的“新阵
地”。这是陵水县委组织部、县“两新”组织工委联动碧桂
园专门为“候鸟”党支部、“候鸟”人才工作站、老年大学工
作学习以及业主娱乐提供的场所。

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人才，继续发挥余热，
通过“党建+候鸟人才”助力社区和城市发展。

每年的二三月份，是海南
“候鸟”北归的高峰期，然而，今
年3月，陵水碧桂园珊瑚宫殿
的“候鸟”们却十分忙碌。他们
的忙碌，只为一场特殊的文艺
表演。

3月5日晚，碧桂园珊瑚宫
殿的“候鸟”党支部演出大厅里
座无虚席，业主们共聚一堂，观
看小区“候鸟”为迎接建党100
周年精心准备的文艺汇演。

晚会在合唱《我的家在中
国》《十送红军》中拉开序幕。
当天的演出共有歌舞、曲艺等
类型的18个节目，参与演出的
人员超过 200人，多数为“候
鸟”党员。

10天之后，120多名业主
齐聚社区海悦天祥颐多功能厅
学党史，观看小区业主、吉林大
学艺术学院原系主任、教授于
庚芬主演的大型六幕民族歌剧
《党的女儿》视频。

在碧桂园珊瑚宫殿，这样
热闹又有意义的活动还有许
多，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陵
水英州碧桂园“候鸟”党支部的
成立。“有了党支部，社区更像
家。”这是业主徐星向的心声，
也是小区众多业主共同的心
声。因为，他们看到了党支部
成立之后，凝聚社区人心的作
用，也看到了“候鸟”人才在这
个崭新平台上展现出的活力。

忙碌 | 有了党支部，社区更像家

时间的指针拨回2020年春节前后，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陵水碧桂园珊
瑚宫殿业主们平静的生活。年已六旬的
老曹，怎么也没想到在退休4年之后，又
当起了“书记”。

老曹全名曹德双，是小区的一名“候
鸟”业主，有着38年党龄的他，退休前是
成都某集团的工会副主席、机关党委书

记。而他现在的职务，是陵水英州碧桂
园“候鸟”党支部书记。“现在我们党支部
有不少党员都是院士、博导、教授。”老曹
言语间充满了自豪。

疫情的暴发，也将他这个老党员从
“幕后”推到了“台前”。

疫情期间，小区需实行全面封闭式
管理，业主生活多有不便，个别不明情

况业主不理解、不配合相关防疫工作。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要冲得上去。”
2020年2月5日，曹德双与同是老党员
的于庚芬、杜敬党、张洪光以及时任碧
桂园服务海南区域陵水片区负责人黄
明杰“火线”成立临时“候鸟”党支部，以
党员带动业主，促进疫情防控工作顺利
开展。

担当 |“火线”上党员从“幕后”走到“台前”

临时“候鸟”党支部成立3天后，支部
发出的《致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在业主
当中引发强烈反响。“全体共产党员要带
头做到不串门，有事外出戴口罩，斩断病
毒扩散的渠道和路径……”这封信在小
区的业主微信群里被不断转发，不仅发
动了60余名党员，还带动了众多业主加
入，大家组成“党员志愿者”团队，成为小
区一抹振奋人心的亮色。

登门宣传防疫举措、购买物资、维护
小区绿化……佩戴着“党员志愿者”统一
身份标识的志愿者迎难而上，勇挑重

担。他们动员、组织、凝聚群众，在几天
内募集到30余万元，购买贫困户待销的
农产品，作为爱心物资，驰援湖北。一时
间，这支临时队伍成为小区封闭式管理
期间重要的辅助力量。

“不理解封闭管理的业主情绪激动，
也说过难听的话，但心里再委屈还是要
压下去，继续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回忆起当时的工作情景，于庚芬记忆犹
新，每天奔波在小区各个楼栋，与出入课
堂、舞台截然不同，但相同的是责任感和
成就感，“作为党员，退休了，还能在国家

需要的时候尽一份力，发挥余热，这是值
得骄傲的事。”

党组织的成立，对于社区服务管
理的效用，黄明杰最有感触。封闭管
理期间，物业服务管理工作量增加了，
逐步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此时“党员
志愿者”就主动“填空”。看着退休的
业主志愿者们，面对疫情风险毫不退
缩，参与到社区服务工作中，黄明杰格
外感动，而最大的回报就是代表碧桂
园给予热情干事的“候鸟”人才们更多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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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党组织，碧桂园珊瑚宫殿业主们的社区生活更加丰富。陵水英州碧桂园“候鸟”党支部正在开展党员集中学习活动。

2020年3月陵水英州碧桂园“候鸟”党支部购买贫困户待销
农产品驰援湖北。 （图片由陵水英州碧桂园“候鸟”党支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