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黝黑的皮肤搭配花棉袄， 素面朝天的女孩站
在田间地头， 却 “硬核” 表演着英文说唱。 许多
网友惊叹道： “你是乡村第一女rapper！” 鞍山
90后女孩 “张铁缸” 火了， 这位欧美范儿十足
的 “歌手”， 却是在农村最普通的背景里唱歌。

点评： 90后女孩演唱的背景， 多数是村里
人在干农活， 时不时还有老人家从背后路过， 真
是够原生态的。 女孩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生活
环境如何， 能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只有自己。

航展时大家纷纷举起相机
这位老人却举起一个相框……

男童路边走丢
少年看到后当起“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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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师曹再飞， 从2019年
开始的每个周末和节假日， 都会去人民公园相亲
角读爱情诗。他曾被嘲讽“脑子瓦特了”（坏掉了），
甚至一度遭遇驱赶。 然而3年后，他成了相亲角的
“熟人”， 大爷大妈们成为他的 “读诗伙伴”， 95
后、 00后的学生们把这里当做文艺打卡地， 上
海一些公园和美术馆， 也接连邀请他前往读诗。

点评： 在曹再飞看来， 相亲角是一个缺乏浪
漫爱情感的地方，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为相亲
角增加一份浪漫。 在相亲角读诗， 既是一种人生
态度， 又是一种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他花3年在相亲角读爱情诗
从被嘲讽到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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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近期， 我看到在中国计量大学2022级新生开
学典礼上， 校长徐江荣发表致辞， 其中提到 “网
络游戏是最大的校园毒品”， “每年被取消学籍
的同学90%因为游戏， 100%不值得同情” 的提法
上了热搜， 说明了这个话题的高度关注度。

其实， 大学生热衷网络游戏， 早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的新闻， 而是在当下变得更加普遍， 成为
大学校园里的一大公害。

估计连发明网络游戏的人都想不到， 这个本
来用于人们怡情益智放松的游戏， 会对一些热衷
者带来近乎毁灭式的重创。 前几年， 中国青年网
校园通讯社对全国682名玩网络游戏的大学生进
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近六成大学生每天
玩游戏超过一小时； ———超三成大学生因为玩游
戏熬过夜； ———超四成大学生认为玩游戏影响了
自己的身体健康； ———超六成大学生在游戏上消
费过， 其中半数大学生的游戏资金来源于生活
费。 相关调查也显示， 大多数同学每周在游戏上
花费的时间都会超过24小时。

上述数据带有普遍意义， 说明很多大学生面
对网络游戏带来的所谓快感被无限放大， 结果令
其不顾及学业、 经济条件、 学习时间， 一味地以
打游戏消耗青春、 消耗斗志。 网络游戏成为了很
多人的 “精神鸦片”。

据专业人士介绍， 现在市面上的游戏题材种
类丰富， 涉及各种领域， 从简单的益智类程序小
游戏， 到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的联网类游戏， 以强
调玩家为中心， 享受真实体验为特色， 总有一款
能抓住人们的内心， 让人欲罢不能。

由于大学生自由支配度高， 很多人远离父母
和老师的监督之后， 变得自由过度， 觉得 “我的
青春我做主”， 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这些
网络游戏正适合奔放不羁的年轻人， 容易变得没
有节制。 打网络游戏成为了很多大学生社交、 娱
乐的最主要的方式。 可以说， 很多人每天不是去
打游戏， 就是在打游戏的路上。

笔者认识一个打网络游戏的高手， 他曾无奈
地告诉我———“只要一沾上网络游戏， 想戒掉都
不太容易。” 如今， 他已经工作多年， 基本没有
其它爱好， 只要有空， 就在电脑上约请熟悉的玩
家一起联网打游戏。 好在他的自制力还很强， 没
有因打游戏而耽误了工作。

但对绝大多数网络游戏爱好者来说， 沉湎网
络游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湖南长沙， 就有一
位21岁的在校大学生小黄， 几年来， 完全沉迷于
网络游戏之中不能自拔。 为了打游戏， 他先后网
络贷款50多万元而不思悔改， 成为了一个名副其
实的败家子。 最后还是其父无法承受这么大的贷
款压力而报案， 才得以制止住他的疯狂借贷打游
戏的荒唐举动。

还有很多学生， 因为痴迷网络游戏而被学校
除名。 如西南交大清退的6名同学中， 有4人皆因
沉迷游戏。 看来过度网络游戏也猛于虎， 不但会
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还会最终毁掉一个人的一
生。 网络游戏对于缺乏自控力的孩子们来说， 过
早接触网游就可能是一场难以挽回的灾难！

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网络游戏的主力
军，有关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切实可行的
措施，迅速遏制这一不良势头的蔓延，让大学生把
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业上， 而不是网络游戏上！ 更
为重要的是， 困在网络游戏中的人生， 毕竟是一
个悲剧， 真的该醒醒了！

当一架架战机从珠海航展现场上空呼啸而过
时， 蓝天下所有人都举着相机、 手机拍摄特技飞
行表演， 而这位老人自始至终对着天空举着一个
相框。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公众日首日的人群中，
他的举动格外显眼。 据老人冯建虎介绍， 他的父
亲叫冯银昌，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
1950年成立时所招的第一批飞行员之一。

点评： 航展让我们看到航空航天领域科技的
强大。 此时， 我们更不能忘记报国图强的先辈和
英勇献身的先烈， 是他们带着坚定的信仰， 抛头
颅洒热血， 才有了今天的强盛。

河南商丘梁园区， 72岁的逯宗传历时一年，
创作出古代360行一百种职业图， 共一百幅。 每
幅画人物场景， 形象逼真， 栩栩如生， 仿佛进入
古代集贸市场， 各行各业的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干
着自己营生。

点评： 信息化的现代社会里， 很多传统职业
已经消失， 逯宗传创作了一百种职业图无疑为青
少年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

近日， 一男童独自在街上行走， 边走边向四
周大声呼喊 “妈妈！” 一名骑车路过的少年发现
异常后停在了男童身边， 当起了 “守护者”， 并
护送男童找到警察叔叔。 最终， 男童家长来到派
出所和孩子汇合。

点评： 真是一个贴心机智的小暖男。 遇到需
要帮助的小孩， 少年热心上前提供帮助， 并机智
把他带到附近的派出所， 最终帮助孩子找到了家
人。 为少年的善举点赞！

72岁老人历时一年
画出民间一百种职业图

素颜女孩“硬核”表演英文说唱
成“乡村第一女rapper”

困在网络游戏中的人生
真的该醒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