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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明鸿

17 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队
员樊振东发文，呼吁公众只关注
他在赛场上的表现，而不要去关
注他的场外日常生活，以及窥探
他的正常训练，并表示球迷会并
非明星的粉丝后援团，“饭圈化”
的表达不适用于运动员。此事经
媒体报道后，网友称赞樊振东“人
间清醒”。

近年来，体育“饭圈化”现象曾
多次引发舆论热议。9月30日，中
国奥委会发布声明，号召社会各界
尊重运动员个人权益，理性追星，
避免不当言行，坚决杜绝“饭圈”乱
象向体育领域蔓延。

在“饭圈”文化中，粉丝可以
“无条件支持”偶像，包容他们的
所有不足，容不得质疑与批评，甚
至强调非黑即白。这种话语体系
并不适用于运动员，对他们而言，
学会接受公众批评，并在这个过

程中获得成长，是必修课。
从这个维度来说，公众不应

把“饭圈”文化的话语模式生搬硬
套到体育圈，更应该学会做一个
纯粹的体育迷，欣赏喜爱的运动
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容许他人对
其提出质疑和批评，同时也切勿
裹挟运动员。正如樊振东所言，
关注比赛，就是对运动员最大的
支持。

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经
济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知名运动员
的商业价值也成了资本眼中的“香
饽饽”，他们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更
多曝光。对于体育事业而言，这有
助于体育项目的推广和发展，并非
全是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已不再
可能回到曾经纯粹封闭的环境中，
在训练、比赛和娱乐活动中找到平
衡点，也是其综合能力的体现。这
要求运动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网
络世界时，认清利与弊，坚守初心，
保持“人间清醒”。

面对“饭圈化”，
运动员需多一些“人间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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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如何看待放弃大
学入学资格的学生？10月16日，
有媒体报道，安徽师范大学教务处
近日发布了对105名全日制本科
新生作放弃入学资格处理的公
告。对此处理，引来争议似乎是必
然的现象。随着大学录取名额稀
缺性的缓解，自主招生学校范围的
扩展，招生计划的刚性也就没有那
么不可动摇，大学录取所附着的对
考生必须入学的约束也就没有那
么不可挣脱。实际上，即使是在资
源紧缺的条件下，考生的报考志愿
和大学的录取也并不意味着考生
与大学之间存在着许身契约。

无论如何，既然考生放弃大学
入学资格既不违法，也非缺德，而
只是失守自己志愿后的一个选择，
或只是给录取他们的学校带来些
许不便。那么，人们也不妨宽容以
待这些放弃大学入学资格的年轻
人，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放弃与执
着、庆幸与遗憾的人生况味。

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
录取，都是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
选择，考生投报多所高校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随着中国高校自主招
生的制度化，考生放弃某所高校入
学资格也将成为常态。 （魏 辑）

所 谓 的“ 少 女 心 的 粉 红 色 沙
滩”，实际上是土褐色的土地、粗糙
的沙砾；标榜的“绝美免费拍照地”

“浓浓北欧风”，与实拍效果严重不
符……近日，针对媒体曝光的“看小
红书笔记打卡发现被骗”一事，小红
书作出回应并道歉，承认部分用户
存在过度美化笔记的情况，并表示
今后将尝试推出景区评分榜、“踩坑
榜”等产品，便于用户获取更多元的
信息。

面对质疑，小红书的回应有致

歉，有整改，显得诚意满满。但小红
书的致歉能消除网友的不信任吗？
笔者认为未必。

对以内容分享起家的小红书来
说，“真诚”曾是其王牌，也是一切

“种草”的起源。然而，随着用户日
益增多，“真诚分享”逐渐变了味
道。有的用户为了博取关注，不惜
采用虚假包装的手段来吸引眼球，

“滤镜景点”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
商家为了推广产品，或自己操刀上
阵，或找博主发“照骗”推广，通过夸
大宣传来迅速提升景点知名度，吸
引客流，谋求短期内高额回报。失
真的网红滤镜和泛滥的软广笔记，

让小红书陷入一种撕扯，让社区氛围
变了味，也让小红书不再受部分用户
信任。有不少网友认为，小红书平台
本身就存在鼓励“P图”的行为，所谓
推广自己即将推出“踩坑榜”，更像
是给自己做的一个软广告。

这不是小红书一家的困境，内
容分享类的网站、APP 基本上都存
在同样的问题。“真诚分享”一旦失
真，势必会遭到反噬，失去用户的信
任。被反噬的不仅仅是平台本身，
还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些被
美化的笔记、被“过滤”的景点，无疑
会加大用户的选择成本，还会助长
不良风气。正如网友吐槽的那样，

“这年头没点拍照修图的本事，都不
好意思出去旅游”，纯粹的旅行分享
变成修图大赛，人们按“图”打卡，不
仅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还要
有一双“柯南的眼睛”，从被修得美
轮美奂的图片中寻找真相，否则就
会掉进滤镜的“坑”里，浪费时间，浪
费精力，消耗热情，不利于营造良好
的网络社区环境。

嬗变的“内容分享”，需要回归初
心。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加强对各
类平台的监管，规范其中的营销行
为。平台应从行业生态出发，完善引
流算法，加强内容监管。比如，可以
引入大数据服务，便于更多用户更客

观看待这些“网红”打卡处；还可以对
广告营销和内容分享进行区分，对一
些明显带有经营性质的虚假分享及
时处理，避免为虚假宣传作伥，让更
多网友上当受骗。景点，商家，美食、
美妆、旅行博主等也应加强自律，坚
持真诚分享，坚守诚信之道，别被滤
镜带来的短期收益迷了眼。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是人
类的本能。人们热衷于打卡“网红”
美景、美食，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与期待。满足这种美
好期待，显然应秉持“真诚”的初心，
摒弃虚假的滤镜，在发现美和创造美
上做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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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日前夕，某艺术家用
500克黄金打造了1000粒纯金大米，
总价值20多万元，然后一粒粒扔进上
海的黄浦江、垃圾桶、下水道、公交
车、地铁站、马路上、草丛中……以这
种行为艺术来讽刺浪费粮食的行为，
此举引发巨大争议。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安全
事关国计民生。在世界粮食日前夕
倡导大家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出发
点是好的。但也应看到，黄金和粮食

一样，也是社会财富，也不应该被随
便浪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艺
术家的行为，无论是不是网友所质疑
的“炒作”，其以浪费财富的方式讽
刺粮食浪费，本身就是浪费行为，与
他本来的目标背道而驰，虽然博人
眼球，但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
果。行为艺术并非毫无界限，过度夸
张的表现方式，可能会获得大家的关
注，却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会引
来非议。 （图/王铎 文/魏燕）

■ 魏燕

别让滤镜把用户带进坑里

10月16日，拥有百万粉丝的微博“大V”发文称，
其在国庆期间因为佩戴口罩的问题与上海银行虹梅支
行发生纠纷，说该银行是“有史以来见过服务态度意识
最差的银行，从接电话的到保安到职员全都是一副你
欠他的样子”，并发图称“他们自己员工口罩挂在下巴
上，对内不戴口罩，对外重拳出击”。为此，他决定将自
己存在这家银行的几千万元全部转走放到别的银行，
并当场“怒取500万”。微博自发出后遭遇网友疯狂围
观。（10月18日上观新闻）

“大V”、几千万、500万现金、豪车、银行……每一
个关键词都吸引眼球，组合在一起更具轰动效应。有
人羡慕：“大V”真有钱；有人调侃：银行不差钱；有人怀
疑：“大V”借此炫富炒作，还有其他银行工作人员趁机
挖墙脚拉存款的……

追寻这个事件的源头，要从佩戴口罩说起。进入
公共场所要佩戴口罩是妇孺皆知的防疫规定，人们
基本上都自觉遵守，但有时确实是临时忘记了。这
个时候，管理人员可以温馨提醒客户佩戴口罩，也可
以指引客户就近购买。一些做得好的部门、单位还
会提供口罩给客户救急，而不是像这家银行，门口的
保安爱答不理，态度冷淡，里面的工作人员口罩挂在
下巴上，对内不戴口罩，对外严苛要求，自然让客户
感觉受到不礼貌对待，于是便有了“大V怒怼银行，怒
取500万”一事。

银行与储户之间是一种储蓄合同关系，合同关系
的基础与核心是平等原则。然而，从“抬老人改密
码”到“抱起老人做人脸识别”再到“大V怒怼银行”，
归根究底是一些银行工作作风、服务理念出了问
题。一只口罩很便宜，要求客户戴口罩也没问题，但
如何在遵守规定的基础上提供良好服务，给予客户
良好的服务体验却是个大课题。如果银行尊重客
户、规范服务，而不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就不会出
现如此戏剧化一幕。

当然，也要指出的是，“大 V”利用规则“惩戒”银
行，看上去很解气，然而，明明几秒钟可以转账的过程，
却要大动干戈，耽误了自己和其他储户、工作人员的时
间与精力。这样的维权不值得效仿。

对此，银行方面首先要深刻反思，改进工作作
风，提升服务水平，而相关部门则要强化监管，督促
银行业深化服务意识，保护消费者权益；储户也要理
性维权，保留好证据向主管部门投诉，不要再出现类
似的过激行为。因为“大V怒怼银行”背后的输赢之
争，其实没有赢家。

“大V”怒怼银行的
真正看点

■ 斯涵涵

锐评

如此反讽有必要吗

10月 10日当天，多对新人代表
面带幸福笑容，缓步走向中式颁证大
厅、西式颁证大厅的颁证仪式现场，
在现场司仪的带领下，宣读结婚誓
词，庄重许下爱的承诺。

“今天参与了神圣庄严的颁证
仪式，现场还有这么多亲友团见证，
特别有意义。”参与现场活动的新人
陈有精说。

如何让老传统焕发新生机，是推
动婚俗改革工作的重点问题。

近几年，三亚市通过深化移风易
俗、倡导喜事新办，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天价彩礼、随礼攀比等问题得到
了有效遏制，婚恋婚育服务、婚姻辅
导调解等工作有声有色。一次次实
践与探索、一次次创新与突破，三亚
正用实际行动，推动婚俗改革工作落
到实处。

“做好婚俗改革，让结婚大事回
归爱的本质，是一项系统工程。”符
婉说，三亚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
俗礼仪，推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
的融合发展，既保护和传承传统婚
俗礼仪精髓，又鼓励具有现代气息
的现代礼仪创新，不断赋予时代内
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
信提供优质载体，让群众树立正确
的婚姻价值观，促进婚姻幸福、家
庭和谐、社会稳定。

面对当代年轻人新需求、新想
法，三亚积极创新，促进婚俗礼仪与
时俱进。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婚俗改革示范点）的建成使用，为三
亚市婚俗改革工作提供了新平台、新
阵地。

下一步，三亚市民政局还将
充分发挥全市文旅融合的优势特
色，完善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全
力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喜事新办，
让广大市民在城市发展中获得感更
强、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撰文/惠玲）

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婚
俗改革示范点）不仅“高颜值”，还
有为“幸福护航”的婚姻辅导师。
他们既是“月老”，是坚贞爱情的见
证者，也是“和事佬”。在他们的调
解下，许多矛盾迎刃而解，夫妻破
镜重圆。

不少新人领证后，主动走进婚前
辅导室接受婚前教育，婚姻辅导师们
热心接待，现场对进入婚姻状态中的
妻子、丈夫角色作出了深刻剖析……

根据《民政部关于开展婚俗改革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及海南省民政
厅发布的《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三亚进一步深入开展婚姻
家庭辅导服务，包括婚前辅导，帮助
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婚
姻辅导，提供婚内心理调适服务，帮
助夫妻学习增进婚姻幸福、化解婚姻
危机的技巧；离婚疏导，化解矛盾纠
纷，促进婚姻家庭稳定。

“婚前教育重在引导，我们将家
风家教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新人
快速适应角色转变，承担起家庭责
任。”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中科院
督导心理教练、三亚市心理学会理
事长师咸卿是三亚市民政局聘请的

婚姻辅导师之一，他帮助过不少夫
妻树立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及婚姻
观，避免草率离婚的行为，挽救濒临
破裂的家庭。

2019年底，三亚市民政局以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专业婚姻辅导
师，为群众提供专业服务与辅导。在
新落成的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一次性设置了5间婚姻辅导室，装修
现代化、功能设施齐全，每个工作日
都有1至2名婚姻辅导师坐班。

三亚婚姻辅导室建立了婚姻家
庭辅导相关制度，会保护接受辅导群
众的隐私权，主要按照婚姻家庭不同
阶段的不同需求，从“婚前焦虑期、新
婚蜜月期、婚姻成长期、家庭矛盾期”
4个阶段入手，构建全程无缝隙婚姻
家庭“生命周期”服务链。

三亚市民政局局长符婉表示，婚
姻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婚姻
辅导师的作用就是为爱保驾护航。
三亚还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任专
职婚姻辅导员、社会公益合作等方
式，配齐具有社会工作、心理学、法律
等知识的婚姻家庭辅导队伍，为当事
人提供婚前辅导、离婚缓冲促和、婚
姻危机干预等各类辅导。

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婚俗改革示范点）位于鹿
回头风景区脚下，城市之中、
山水之间，将给到此结婚登
记的新人留下浪漫回忆。一
楼是婚俗展厅，古今婚姻家
庭观、婚俗礼仪变迁、婚姻登
记证书变迁等内容在Logo
墙上渐次展开，图文解说、生
动具象。沿着“爱情名言阶
梯”拾梯而上，宽敞的二楼大
厅设了一整排婚姻登记窗
口，还有环境雅致的等待
区。除办公区和档案室外，
还增设了中式颁证大厅、西
式颁证大厅、婚姻课堂多功
能厅、家事调解室、男女婚前
检查室等功能区，利用古风
设计、现代元素、声光特色等
方式，实现了婚姻登记环境
从“办公程序化”到“生态美
学化”的蝶变。

“非常用心，我们看到的
不只是浪漫，还有仪式感。”
日前，在此登记的新人寇佳
宝感慨。

上世纪90年代，三亚的

婚姻登记处设在各区、乡镇
的街道办事处，一张办公桌
既要解决结婚登记，又要处
理离婚登记；2004年，三亚
全市婚姻登记集中办理，条
件简陋、人手不足；2010年，
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
驻三亚市政务中心，办公环
境改善很多，但还是仅有4个
工位，需要应对每年1万多对
新人的婚姻登记量……

在三亚市民政局工作了
22年的王伟见证了这一变
迁，他相信：“未来每一对在
鹿回头进行婚姻登记的新
人，都可以在鸟语花香之中，
来到彼此幸福的起点站，在
代表爱情的‘情山’下领取证
书，共建幸福家庭。”

作为我省首家在景区投
入使用的婚姻登记机构，三
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婚
俗改革示范点）的建成使用，
不仅能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也能让老传统焕发
新生机，推动婚俗改革工作
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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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婚俗改革示范点）日前揭牌

推进婚俗改革 倡导婚俗新风尚
10月10日，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婚俗改革示范点）在三亚鹿回头
风景区揭牌亮相。远眺三亚湾、背靠
鹿回头风景区，这处“高颜值”的婚姻
登记处按照民政部5A级婚姻登记机
关标准打造，1000平方米宽敞空间浪
漫温馨，通过设置诸多的婚俗文化小
场景烘托现场氛围，将给新人们带来
简约而不失仪式感的浪漫体验。

把配套设施齐全的婚姻登记处搬
到景区，这是三亚大刀阔斧推进婚俗
改革试点工作的创新举措。近年来，
三亚大力推进婚俗改革，通过加快婚
姻登记处规范化建设、推出“一站式”
的婚姻登记服务、实现婚姻登记全市
通办、加大婚俗改革宣传力度等举措，
优化升级婚姻服务供给，树立“重登
记、强责任、崇节俭”的婚俗新风意识，
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培育积极
向上的婚俗文化、传承优良清廉的家
风家教。

全省首家在景区投用的婚姻登记机构

“让结婚大事回归爱的本质”

专业婚姻辅导师为爱护航

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一对新人在办理结婚证。

一对新人现场领证。本版图片均由武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