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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嫣白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个“中产鄙视链”：比
如旅游，出国游的鄙视去港澳台旅游的，去港
澳台的鄙视在国内旅游的。 更加令人担忧的
是，这样的“鄙夷心态”已流传到了某些孩子
们身上：上学，坐豪车的鄙视坐普通车的 ，四
个轮的鄙视两个轮的；报兴趣班，学马术 、高
尔夫的鄙视学电子琴的……

攀比心理，在心智未开的孩子中间可能一直
或多或少存在。只不过，以前攀比的是“你的爸爸
是工人，我的爸爸是局长”之类的出身、地位等，
现在却有具象化的倾向， 比如，“你家骑电动车，
我家开宝马。 ”“你家住平房，我家住楼房。 ”……

大家攀比的不再是品质品格， 不再是奉献精神，
甚至也不再是学习成绩。

这种从简单攀比到粗暴鄙视的心态 ，事
实上是成人世界负面因素的代际传递。

前些天， 一段视频和一封回信刷爆了朋
友圈。 视频中，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声情并茂
朗读课文《刘胡兰》，读到动情处竟情不自禁
哽咽落泪；随后便出现了一封“家长来信”，信
里有家长明确反对孩子学习刘胡兰， 认为那
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学校不该在下一
代心里埋下“血腥、残忍和仇恨种子”。 面对家
长的指责， 老师的回信让人肃然起敬：“你孩
子这个年纪，不只需要童话，还需要英雄。 ”

当今社会，有些家长被 “功利主义 ”冲昏

了头脑，“病得不轻”，显然有传染到孩子身上
的趋势。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家长的德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德， 如果家长不
能以身作则，抛弃错误思想，那么孩子的未来
就会有“缺德”之虞。

日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
十五次会议指出， 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 ，旨
在打造一条纵向的“德育链 ”，再与一条贯通
家庭、学校、社会的横向“德育链”相辅相成 ，
树立起立德树人的标杆。 所以，必须及时矫正
那些“病态”家长们的育人观念 ，帮助他们树
立起以德育人的思想， 让家庭教育在立德树
人中真正发挥出基础性作用。

张敬伟

近日，美国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主
权信用评级，引来国内外一片愕然。

通常， 全球几大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
评级 ，会在市场上引发连锁反应 ，但这次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等级并未引发市
场波折，中国债市、汇市、股市和楼市维持
了正常的市场节奏，人民币汇率近日还大
幅走强。 这就有力地证明， 中国经济的基
本面不会因穆迪的误判而发生改变。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为6.9%， 高于
去年平均。 这一成绩的取得， 是在中国深
化供给侧改革的前提下取得的，可以说中
国经济实现了新常态下的稳增长。 放眼全
球，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中
国经济增长堪称表现优秀。 对此， 中国政
府谨慎或者说谦逊地称之为 “中高速增
长 ”———这个增长速度在全球已经很难
得。

放眼全球， 新经济周期的希望似乎是
美国， 但美国经济并未真正全面复苏。 一

方面，“特朗普行情”不再，其减税政策和大
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变成现实的执行
力。 另一方面， 美国第一季度的成绩单也
不尽如人意，美联储加息的鹰派声音虽然
强劲，但是耶伦和她的同事还是将加息预
期推迟到6月份或更晚， 加息也降至年内2
次。 因而， 美国经济的向好趋势和货币政
策正常化的不确定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
的矛盾。加之特朗普正陷入“通俄门”和“泄
密门”麻烦中，政治上的不稳定，也影响了
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同样，欧洲的不确定性更明显。全球主
要经济体中，中国才是全球经济最稳定的
引擎。 近年来， 中国经济带给全球经济的
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 穆迪调降中
国主权信用等级，是一种罔顾事实的误判。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唱衰中国经济的，大抵
是一些非专业的学者和带有政治色彩的
机构。 作为美国的专业评级机构， 加入到
唱衰中国经济的大合唱中，不仅伤害了中
国经济，也拉低了穆迪的专业性，更会对全
球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苑广阔

“本宝宝的节日到了， 你们准备好礼
物了吗？” 昨天是 “六一” 儿童节， 朋友
圈下起了 “红色气球雨”， 不少 “超龄儿
童” 互串门子凑热闹， “蹭” 入 “六一狂
欢” 的队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六一” 儿
童节不再是孩子们的专利 ， 一些早已成
年， 甚至是三十而立 、 四十不惑的成年
人， 也会在这一天兴高采烈地过 “六一”。
他们不仅仅在各种社交软件上自称 “宝
宝”， 求红包和礼物， 还有些人是行动派，
直接戴上红领巾， 跑到儿童乐园玩游戏、
过家家， 到餐厅吃 “儿童餐”。

对于这种现象， 多数人付之一笑， 但
也有人认为这是扮嫩、 矫情， 更有人对这
种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 把其和近年来流
行的说法 “妈宝男”“巨婴” 等联系起来进
行批评。 但个人觉得， 成年人 “蹭六一”
现象， 不过是一场假戏真做的游戏， 无需
过多指责， 更不必上纲上线。

从表面上看， 绝大多数 “蹭六一” 的

成年人， 不过是想给自己忙碌、 紧张的生
活增添一份乐趣， 过了这个特定的时间和
场合， 他们就会回归自己成年人的正常生
活状态 。 从深层次来看 ， 成年人 “蹭六
一” 的行为， 可以看做是对快节奏、 高压
力成人世界的一种自我调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童心未必只为儿
童所独有， 成年人同样保持着强烈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的一面， 一旦具备某种外部条
件， 或者是某种内在诱因， 这种隐藏在人
内心深处的童心童趣就会被激活， 这或许
是成年人“蹭六一”的心理成因。

那么，成年人“蹭六一”的现象到底是
好还是不好呢？ 一个保持童心的人往往朝
气蓬勃， 一个保持童真的社会也往往充满
活力。 而且，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是
个体和社会创新的强大驱动力。 所以对于
成年人“蹭六一”，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积极
的一面。当然凡事都须有度，否则就会过犹
不及。人格独立、完善自我、责任担当，这是
对于成年人的起码要求。所以，成年人可以
保持激情欢乐、童心未泯的状态，但不能真
的沦为了“妈宝男”“巨婴”。

� � � � “敬爱的工地老板， 有一件事我想请
你帮忙， ‘六一’ 儿童节到了， 我的爸爸
很少跟我一起吃饭或干什么， 我想借这个
机会和爸爸一起吃饭游玩。” 安化县平口
完小的刘佳超， 在 “六一” 儿童节前夕大
胆地替爸爸写了一张请假条。

一张特殊的请假条 ， 一个简单的愿
望， 饱含了孩子对父母陪伴的强烈渴望 。
帮助留守儿童实现这样的基本愿望， 让每
一个孩子的成长都能 “与父母在一起 ”，
这是孩子们应得的 “礼物”。

画/陶小莫 文/钟欣文

立德树人，家长要以身作则 穆迪误判中国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蹭六一”只是无伤大雅的游戏

请假条
背后的心酸

新闻漫画

段思平

前不久， 自媒体上传出成都一高校43人
的班级，出现了15对情侣，毕业之际在重庆一
景区集体举办婚礼，8对还领取了结婚证。 这
一“新闻”在随后数天成为全国各大媒体和微
博用户关注的焦点。 然而，当地媒体记者的调
查发现， 活动是由某旅游网络服务平台和某
景点策划，目的是为了商业推广，其中班长是
策划公司经理，“情侣”多由演员担任。

“毕业集体婚礼”利用了人们对校园爱情
的美好祝愿，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占用了
大量的舆论资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
虚假新闻和商业策划，人们真挚的感情遭到了
戏耍。类似“假新闻真营销”的案例，在过去几年
里，还真是发生了不少。 像“母亲跪行求助”“90
后最美女孩给流浪乞讨老人喂饭”等新闻，最后
都被证明是策划与摆拍，人们的爱心与善良在
类似炒作中被一次次欺骗与透支。

假新闻构建的“拟态环境”扰乱了受众对

社会的客观感知， 也颠覆了新闻伦理规范和
社会价值秩序。 这也再次显示了自媒体时代
的特点：信息海量、真假难辨。 如今，各类新媒
体、自媒体成为了人们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
可关于新兴媒体的规则与范式， 还远远没有
完善。

对此，根据互联网行业的新情况，国家有
必要完善互联网营销方面的立法， 明确营销
行为的边界。 同时， 对于开展无良营销的企
业、个人，监管部门应及时给予警告、教育，对
于突破法律底线的，要给予惩戒。 作为媒体而
言，也需切实履行把关之责，不要成为虚假新
闻传播的渠道。

无良营销是对公众的戏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