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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大头、鸡爪……未来人
类长这样。”这是网上热传的段子。
因为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深度融入，
低头族占比越来越大，驼背成了正
常；不断录入的信息让脑容量日益
增大，人们变得头大身子小；双手进
化成鸡爪，只为随时随地抓取手机
……如此预测既是夹杂着科学推演
的娱乐，也是对低头族毫不留情的
嘲讽与警戒，映射出当下“手机占
领”的现实。

如果说，在冯小刚导演的《手
机》里，方便婚外情是手机的罪过，
那么如今，手机背负的罪过远不止
这一项：《毁掉一个孩子，给他一部
手机就够了》《亲子关系的最大杀
手：手机》《刷一下朋友圈酿成的车
祸》……光是这些标题就足以让人
对手机咬牙切齿。该如何看待“手
机占领”的现实，又该如何在电子产
品深度融入的当下，清醒生活？

手机“罪”否？

智能手机带给我们的方便远比
麻烦多，大概没有人愿意回到大哥
大、BP机甚至是有线电话的年代，生
活日新月异，时间金贵到经不起太
多等待，我们的节奏已然慢不下来。

如果说触发车祸、影响学业、伤

害视力、异化交际之类的问题主要
归因于手机使用者而不是手机本
身，那么另一个问题则让人烧脑：手
机似有特别的魔力，让人知其“害”
却不能弃。

我们一边唏嘘家人团圆时无人
寒暄，一边又成了埋头看手机的其
中一员；我们一边对着孩子大喊“少
玩手机”，一边又在他们做作业的时
候自己玩上了手机……如果说手机
有罪，那这种制造矛盾的魔力，就是
手机的“原罪”。

手机，究竟承载了什么？丢一
次手机，你就能体会到。工作、购
物、打车、支付……所有平常事，都
瞬间变得困难。所有App，社交的、
学习的、出行的、点餐的……早已通
过手机这个载体，将你同世界相联，
它懂你方便你，早已深深融入你的
生活。

倘若10年前，你弃用手机，可能
会赢得一个钦佩的眼神，收获“有毅
力”之类的赞美；但在今天，如果你
弃用，家人不能随时联络，工作不能
及时沟通……你将很快成为一个

“自私”的人。
从“有毅力”到“自私”，其实，改

变的不是人们对你的态度，而是时
代对你的要求。这个时代，万物互
联，快捷高效，我们与种种电子设备
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已不
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得了的。从这一
点看，手机的“原罪”恰是时代发展
的侧影。

所以，正视科技，正视这个时

代，才能在手机带来的困惑中找到
自我救赎的方向。

科学排毒，理性救赎

好的科技，就要心安理得、坦坦
荡荡地享用，生活可以被手机占领，
但不能被手机捣乱。我们需要掌握
一套科技排毒的办法。

科技排毒，是个时髦词儿，一些
电影桥段提供了方法，比如：找个世
外桃源，规避掉所有通讯设备，放空
大脑。如此方法固然有效，但说到
底是一种暂时的逃离。现实生活
中，我们要工作要养家，假期有限，
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与世隔绝？逃
离，不是最好的办法。

强大的自律或许应放在排毒处
方上的首位。越是容易失控的生
活，越考验人的意志。时代的发展，
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
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储备、技能学习，
更体现在意志力的修行。面对手
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人翁地
位，它只是一个工具，没资格干扰我
们的作息。唯有对自己的行为、理
想、目标有着清晰的自知和自觉，才
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用手机做该
做的事，过后不贪婪留恋。

与此同时，源源不断地汲取营
养，才能将体内垃圾循环出去。精
神食粮，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不可
或缺。面对面的谈心、捧书静坐的
沉思、游山玩水的酣畅……都是让
我们更开朗、更自主的养分。“问渠
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内
心的澄澈与富足不是扔掉一个手机
就能解决的，当清流不断充斥身体，
就自然获得了抵御干扰的能量。

当然，排毒也可“以毒攻毒”，有
些科技的病也要科技来治。诸如伤
害视力之类的问题，防蓝光眼镜、防
辐射屏保、必要的医学治疗都是有
效的选择。

所有的排毒手段，都是为了让
我们与科技相处得更和谐，而所有
能力与定力的养成，都是我们与时
代共成长的印记。惟愿每个人，都
能在这个与手机密不可分的世界
里，以一颗清醒的头脑，与科技自在
共舞。 □赵一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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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深深融入你的生活它深深融入你的生活””

《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次调
查：“66%的受访者觉得，在大城市
与朋友见一面很难。”每天点赞的
朋友，可能见了面连话也说不出一
句。其实，真正的朋友，并不是以
点赞的方式关注你，而是在你需要
的时候，他（她）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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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聊天有个“潜台词”。
当你问一个人：“你没事吧？”回

答“我没事”的，不一定没事。往往
回答“啊？”或者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的，才是真的没事。成年后的我们，
都在尽力装作情绪稳定的样子。决
定两个人能不能成为朋友的关键，
就是看敢不敢麻烦彼此。

每天互相点赞的朋友，可能见
了面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常有人提
到“社交格局”这个词，讲的是你所
在的圈子，决定了你的层次。然而
现实是，没有几个人是把未来寄托

在朋友身上的。
《局外人》中一句话就表明了大

多数人的社交目的：“我们与人往
来，只是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
怜悯和鼓励。”

当代贫穷，可能不是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而是找不到可以依靠和
可以当着对方痛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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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ASKA 留言说：前两天经
历台风的时候，她正好发烧到 39
度。家里没有药，也没力气出门，看
看外面的大雨，连外卖也不忍心
叫。她划拉着手机屏幕，想找个人
诉诉苦，却始终没那么做。

“怕别人担心自己，更怕人家明
明不在意，还要装作担心自己的样
子。”最后，她还是选择打开网页默
默搜索：如何快速退烧。

像ASKA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
体会过。去餐厅吃饭，听说发朋友

圈集赞才能打折，宁肯不享受优惠；
周末想要午睡一会儿，结果一睁眼
就到了傍晚，手机却没有一条未读；
买高铁抢票，分享加速包的时候，才
知道自己没多少人可打扰。

我们这一生，大概会遇到 800多
万人。其中 4 万人会跟你打过招
呼，3600人会跟你有过交集；270多
人会与你亲近，但最后留在你身边
的人，永远都是个位数。

为什么很多人宁肯对陌生人敞
开心扉，也不肯对朋友说一句心里
话？答案挺扎心的：“因为友谊太珍
贵，一句话说不好，都觉得是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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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朋友从北京给我寄
了一个大风筝，我爸很是喜欢。趁
着晴天，他说要给好友老刘打个电
话，出来玩玩聊聊天。那时我就在
旁边，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老刘啊，这周日，出来啊。”
“去哪儿啊老杨？”
“五四广场，放风筝。”
“行。”
年过半百，还能互相陪伴甚至

一起“放风筝”的，一定是心意相通
的人。我很羡慕我爸他们这样的友
谊，经得起时间，熬得住平淡。现实
生活里，大家的交集，多来源于微信
的未读，和朋友圈的红点。有时看
着屏幕上的表情包也会怀疑，对方
未曾真正听懂过我的心声。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
就说过：“现代人为什么总是夜里在
一起喝酒？因为友谊太脆弱了，需
要每天出来证明一下。”无论是傍晚
还是深夜，只要我想喝酒，你说走就
走。当下班时间到，都市人不再被
工作需要，心灵总得有个容身之地。

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加班、聚餐
甚至在大街上闲逛，也不想回家呢？

别问，因为孤独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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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春说过：娱乐圈的情谊很平
常但也很贵重；会见面打个招呼的人
很多，真正的好朋友只有郑伊健。

朋友交到最后，不是看谁混得
最好，而是看谁把你放在心上。

《请回答 1988》里，住在同一个
胡同里的大人们的友谊，让人动容：
谁家做好饭，必定会让孩子们送一些
给隔壁邻居去；缺钱的德善妈妈还
没开口借，便收到了邻居塞在菜篮
子里的信封；阿泽爸爸受伤住院
时，另外几家人轮番过来陪床照
顾，毫无怨言。

大多值得交往的人，不会斤斤
计较付出的比例。在被他们保护、
帮助的每件小事里，你都能看到他
们的格局。现代人的通病，就是不
懂得如何麻烦别人，学会了藏好懦
弱。明白当世界大雨磅礴，无人为
自己背负更多。但同样越是坚强
的人，越容易被一句话打动，被小
事温暖。

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在微信里
只有寥寥几条聊天记录。那年他
出国，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么多
年，你是唯一一个觉得我过得不容
易的人。”我沉默良久，湿了眼眶，
我相信电话那头的他也是。

哪怕生活少有交集，有这么一
个人在，你就会安心。就像你给文
章点的每一个“在看”，总会被有心
的人读懂。哪怕不能减少你的悲
伤，也希望与你共同咀嚼孤独。

尽管三秋不见，也只是如隔一
日，一切就像是昨天。

“你需要的时候，我在。”
□末那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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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80 后、90 后新消费群的崛起，
月饼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
一项题为“今年中秋或有‘人造肉’月
饼，你会买吗？”的话题讨论调查显示，
3101 名以 80 后、90 后为主的参与讨论
的消费者中，80.8%的受访者表示不会
购买“人造肉”月饼。

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传统也
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既然是传统节
日，就应该有一些仪式感，而吃月饼就
是中秋节最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了。如
此语境下，80.8%的受访者表示不会购
买“人造肉”月饼，而选择购买小龙虾
月饼、辣条月饼等搞怪月饼的受访者
占比几乎为零，超八成受访者专情于
传统口味月饼，表明年轻的消费者越来
越注重中秋佳节的仪式感。

不可否认，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以
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往过中秋节，人们
不再望月怀古，月饼成了被各种嫌弃恶
搞、可有可无的点心。特别是随着月饼品种的多样化，传统
的手工月饼渐渐退出了中秋的大舞台。但我们几千年的中
秋文化与祖先的智慧，都承载在这一个个小小的手工月饼之
中。可见，超八成受访者专情于传统口味月饼，表明公众回
归传统文化初心的意愿；特别是去年“现烤现卖”月饼广受欢
迎，人们亲身见证月饼制作过程，品味传统中秋散装月饼，口
口酥软，回味无穷，节日仪式感也油然而生。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曾经指出，古人创
造了十分完整又严格的节俗，如仪式、庆典、规制、禁忌，乃至
特定的游艺、装饰与食品，来把节日这天演化成一个独具内
涵的日子。然而，有些传统节日习俗已经快消失了，如果我
们感觉陌生，不妨去重温一下传统。传统手工饼热，特别是
月饼“现烤现卖”，就是让人们重温制作月饼的手工传统技
艺，重温源远流长的中秋文化，重温中国传统节日的仪式感。

换言之，八成人专情传统月饼，让中秋节更有仪式感。
仪式感是传统节日的传承载体，是中华民族的盛典和骄
傲。我们应该以一颗敬畏之心，重视这些传统节日之仪式
感，用心去体验传统精神和情感。重温节日文化仪式感不
妨“从娃娃抓起”，只有“小手拉大手”，才能传承发扬传统
节日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部门应在
校园开展一些传统节日全流程仪式的再现活动，让孩子们
广泛参与，让这种仪式感深入人心。 □张西流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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