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开始， 任晓猛、 任文亚这对毕业于
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医学生夫妻便开始了摆摊炸油
条的创业之旅。 他们炸的油条因外酥里嫩深受附
近居民欢迎。 今年4月起， 任晓猛开始网络直播
炸油条全过程， 借此对制作过程进行全透明、 无
死角地展示。 然而， 随着媒体的报道， “医学生
夫妻摆摊炸油条” 的新闻在大学同学群里炸开。

点评： 大学生咋就不能炸油条？ 只要诚信经
营， 有技术含量的制作过程， 有知识基础的推广
思路， 依然是多年学习的结果。

■本期点评 李婧

有网友爆料称， 湖南邵阳市新宁县健康扶贫
“一站式” 结算服务中心窗台窗口小、 高度偏低，
并未配有扩音器、 固定椅等设备， 致使前来办事
的群众需 “卑躬屈膝”。 当地回应， 该窗口由县
医保局开设， 接到群众反映后， 已采取改大窗
口、 增加椅子等方式整改。

点评： 群众屈膝， 视而不见， 媒体曝光， 才
要整改，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7月15日 ， 一名13岁的男孩坐火车去见父
亲 ， 趁母亲不备中途下车 。 经过警方的努力 ，
17日男孩出现在车站， 母子团聚。 他说， 他故
意躲避路边摄像头， 换了衣服， 还专门染了紫色
的头发， 就是为了不让警方和家人找到自己。

点评： 现在的孩子真是聪明， 不过这机灵劲
儿用的不是地方。 父母应该反思， 他为啥出走？
如何避免有下一次。

近年来， 福建省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通过
建立 “美德银行”， 对村民行为规范和表现情况
以计分的形式进行每月综合评分， 并将每户每月
得分存入 “美德银行” 卡， 年终进行总评表彰。

点评： 想法有创意， 给美德评分可不是个简
单的事儿。 小编很想知道谁来评分， 标准是啥。

7月17日晚， 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英
语新闻节目主持人刘欣在其微博发文， 称自己下
飞机时 “用力取下行李箱 ”， 但身边健康男士
“没有一个伸手”， 并谴责 “没有爱心的人是丑陋
的”。 此后， 该言论引发讨论。

点评： 帮一把是美德， 不伸手也不见得有
错。 女士拿行李不方便可以求助， 但是非得其他
人 “有眼力见儿” 主动帮忙， 实在是 “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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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北京一交警在日常的巡查中， 发现
了一个酒后驾车的30多岁男子趴在车里在睡觉。
眼看自己的违法行为就要暴露， 该司机不停地求
饶， 理由是 “ 我是一孩子”。 这个1993年出生的
交警， 面对1991年出生的违法司机， 一时无语。
的确， 如果1991年出生的是孩子， 按照这个司机
的逻辑推理， 那交警岂不是 “小小孩” 了？

其实， 这类老大不小的成人自称是孩子的举
不胜举， 以此对自己一些失当行为推脱。 还有的
父母， 直接出面， 为自己30多岁违法的子女求
情， 理由都是 “他还是个孩子”。

好一个 “伪孩子”！ 环顾周围， 这类似乎永
远长不大， 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 “伪孩子” 何其
多！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 就会发现这些永远
长不大的成年人， 还格外偏好自称自己是 “男
孩” “女孩”。

这些年来很多成年人对 “男孩” “女孩” 的
称呼无比偏爱， 似乎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这类故
作矫情、 泛滥的称呼， 流行了多年， 至今方兴未
艾。 这类称呼往往不是对少儿群体的专属称呼，
而是几乎遍及了整个成人社会。

此时， 如果你在大街上见到一个四五十岁左
右的女士大谈特谈诸如 “我们这样的女孩儿 ”
时， 你千万不要 “喷饭” 和目瞪口呆。 同样如果
你在某个社交场合见到若干四五十岁左右， 满脸
胡须的男人在谈笑风生间， 自称是某 “邻家男
孩” 时， 你也不要过于吃惊， 因为这类大男孩还
真不少呢。

如果你常看电视节目就会发现， 在演艺界这
种泛男孩、 泛女孩称呼的现象尤其普遍。 不少四
十开外的男女明星和艺人， 在舞台和荧屏上又是
蹦又是跳， 所用的语言和动作也都是奶声奶气、
娇声娇气、 嗲声嗲气。 不过， 由于这些人保养有
方、 驻颜有术， 丝毫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 有
个四十多岁的某电视台的知名女主持人， 竟然在
公共场合也会时常装扮成一个儿童 ， 让人看
了真是吓了一大跳。 由于演艺圈和时尚界人士
热衷 “男孩” “女孩” 的称呼， 此风也迅速波及
到社会各个领域， 很多人到了三四十岁这样的中
年年纪， 也似乎不放松 “男孩” “女孩” 的称
呼。 不但自己总是以此标榜， 也喜欢他人这样称
呼自己。

众所周知， 18岁就是成年人了。 媒体对这些
近乎 “侵权” 式称呼的人， 不要推波助澜。 不给
这些 “伪孩子” 逃脱社会责任太大的空间。 让应
该承担社会责任的 “伪孩子” “伪男孩” “伪女
孩” 脱掉矫揉造作的称呼和心理意识的保护伞，
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以及成年人社会责任感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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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吧！
“伪孩子”别忘了
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