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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脱发焦虑有多重？”
“和我的房贷一样重。”
10月 11日，当被问及脱发焦虑问题

时，小吴（化名）向笔者打趣道。
小吴今年只有26岁，但他额头已隐隐

呈“地中海”趋势。“干销售，常喝酒熬夜，压
力也大，久了就秃了。”小吴去年底在成都
天府新区买了套房，每月房贷 6000余元。
他的工作，生意好时有上万元收入，生意不
好时只能拿3000元底薪。

根据阿里健康电商平台披露的一组销
售数据，2018年12月-2019年1月，年前购
买植发医疗服务的90后占比超57%，90后
成脱发烦恼的主力军。在微博上，关于脱
发的话题也层出不穷。其中，仅“90后脱
发年龄提前 20年”与“90后脱发活成 60
后”两个话题，就达到4亿阅读。

近日，笔者采访到一家权威植发机构，
机构分院院长李晶告诉笔者，现在植发手
术，90后占了 35%左右，而前来咨询的 90
后更多。仅国庆 7天，就有约百余人前来
咨询，其中90后占比超6成，95后占比超3
成。李晶表示，植发人群的年龄段正在迅
速低龄化，熬夜失眠、精神压力大、饮食不
规律成脱发主要原因。

现象
脱发患者打拥堂 长江后浪推前浪
植发机构上演代际关系

没有特殊情况，李晶会在早上 9点左
右到机构坐诊。国庆第三天，她到机构时，
发现来面诊的人已在前台排起了小队。他
们大多是年轻面孔，但盘旋在头顶的“脱发
君”却一个比一个扎心。李晶告诉笔者，植
发手术有一定恢复期，平时成都分院能接
6-10台手术，小长假一天就能接 20台左
右，甚至达到 30台。从这天的登记表来
看，当天实施了 20台手术，90后就有 11
人。而在寒暑假，来植发的 90后更多，近
三分之一的手术对象是大学生和高中生。

家庭经济条件已经不是 80后植发消
费的首要考虑因素，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
如何抵抗脱发带来的形象上的衰老以及脱
发可能产生的影响家庭关系和谐问题。李
晶提到，根据植发单位不同，一台植发手术
平均费用在 2万-3万之间，因经济条件相
对宽裕，80 后是植发的主力军，占比达
40%左右，而 95后因刚刚毕业或刚步入社

会经济能力不足，大多尚在观望中。
李晶提到，来机构植发人群的男女

比例约为 8比 2。不仅男女都有脱发烦
恼，明星政要也有脱发烦忧，他们对植发
要求更高。

探因
问君能有几多愁 二十好几秃了头
专家：改善生活方式 保持充足睡眠

为什么感觉中国人脱发现象越来越
多，且越来越年轻化？

李晶告诉笔者，除了脱发越来越受社
会关注以外，脱发人群的确更多了。“一些
脑力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如高级知识分
子、高管等，脱发情况比其他工作要严重，
现代的码农（IT程序员）也是高脱发人群。”

除了遗传因素外，对于女性来说，产
后，或者一些突发变故引起的紧张焦虑，如
情绪极度压抑、亲友发生危险等也可能导
致脱发。“治疗脱发首先要改善生活方式，
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不过多吸烟喝酒，不
要过度紧张，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

对于有脱发困扰的“发友”，李晶建
议如若脱发不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选择口服外擦药物治疗。对于脱发严
重、药物已不能起明显作用的发友，植发
也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实也不用过度焦虑。”李晶表示，
脱发对身体健康和工作能力不会产生影
响，选择治疗或植发与否在于个人想法。

“如果有发友很在意脱发，那就选择听医
生的话，好好治疗。”

人物
高立 男 21岁 大四学生
95后小伙脱发四年“找对象咋办哦”

来自陕西的 21岁小伙高立最近做了

一个可怕的梦，他梦见自己头发掉光。醒
来后他去了一趟中医馆看脱发，最后医生
告诉他体虚，“天生的，只能靠调理。”给他
配了 1200多元的中药。对于还是大四学
生的高立来说，这是他脱发四年来一次性
花得最多的钱。

高立说，他感觉自己的脱发始于高
三。那是 2016年，那时候，18岁的他还能
闻到年轻男女满满“荷尔蒙”的气息，但两
侧头发却已开始变油变细，一个学期下
来，发现两侧头发比其他地方看起来少一
点，“但不是很明显”，他也没放在心上。
但随着年纪渐长，头发脱得越来越“肆无
忌惮”，到了理发店，理发师都会拼命推
荐他使用并购买防脱洗发水，“当时心理
上会觉得很尴尬”，但也并没有让他下定
决心对抗“脱发君”。真正的转折是大
三，高立两侧的头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快速向后退去，“最严重的时候手指插
进头发一拉就会掉很多根”，脱发开始吞
噬他的自尊心。

“不能再等了。”高立说，他决心去医
院看病。他所在城市的某公立医院皮肤
科医生告诉他，这是“遗传性脱发”。“我才
知道这跟基因有关，毕竟我爸妈的头发都
不好。”

高立从中医馆回来后，喝了五六回中
药就放弃了，因为“太苦，坚持不了”，他也
曾买过芝麻丸等各种食补药物，但没有坚
持效果也没有很大。现在高立唯一还在
坚持的，是用 300 块一瓶的中草药洗发
水，虽然发际线依然很高，但脱发没有以
前那么严重。

尽管早年脱发让高立觉得“形象受
损”，但他也没有太焦虑。只有在某些时
候他会觉得自己不好看，“低人一等”，“比
如找对象的时候。” □常磊

朱婷，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女排国家队队
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冠军，荣誉加身，家喻户
晓。她爸名叫朱安亮，是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
秋渠乡朱大楼村地地道道的农民。当然了，朱
婷身上也就被打上了农民女儿的烙印。1994年
11 月 29 日，朱婷呱呱坠地，她是朱家第三个女
儿。农忙时，她爸她妈种地，农闲时在村里修机
动车，可谓自食其力。日子不算宽裕，可能还有
点紧巴，若其不然，朱婷不会差点辍学。她 12
岁时，已长到一米七九，读初中一年级。因为学
习成绩不如姐姐，她爸决定让她去广州打工，她
当然不愿意，求道：“我想读书，以后放假去地里
捡玉米棒挣学费。”但她爸不为所动。我揣想，
她爸有她爸的逻辑：一米七九的女孩子，看上去
像个大姑娘了，读书未必有出息，还不如早些打
工，起码挣一碗饭吃。她爸是明白人，不能说他
的算计没有道理。

朱婷跑到学校向班主任老师陈情求助，她
爸紧随其后，也见到了她的班主任，心头的一盏
灯竟被她班主任的一席话拨亮了。朱婷班主任
建议他带女儿去周口体校试试。这个建议，被
朱婷她爸接受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朱婷她爸
是一位有主意、有主见的农民。如果朱婷她爸
不带她去周口体校试试，或许也就没有下文了；
如果朱婷到体校测试时表现平平，或许她爸就
死心了；如果周口体校的教练没有识人
的眼光，朱婷与体校极有可能从此失之
交臂。然而，经过训练场上一番测试
后，教练夏陆海对朱婷她爸说：“朱婷是
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女排苗子，这个孩
子我们要了！”要是被要了，可 1 万元的
学费从何而来？朱婷是懂事的，她拽着
她爸的衣角说：“爸，我不上体校了，咱
们回家吧！”但她爸没有依她。她毕竟
是个孩子，还没有读懂她爸的心。

朱婷上体校了，学费是她爸她妈借
钱凑够的。为此，就该为朱婷她爸点
赞，也该为朱婷庆幸，她是遇见有识见
的爸爸了。朱婷能读完体校吗？上学学
费都是借来的，怎敢再有个七灾八难？
然，屋漏偏遭连夜雨，朱家的顶梁柱朱婷
她爸倒下了！一次意外事故，造成她爸腰
部骨折，住院手术费需10多万元。她爸
嘱咐一家人，瞒住女儿，东挪西借，能卖的
都卖了，又从银行贷款，总算是把腰保住
了。这节骨眼上，朱婷却打了退堂鼓。她
因发育过快，训练强度太大，浑身吃不消，
关节疼痛难忍。她给她爸打电话，说她想
退学。她真退学了，一跑回家，却见她
爸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解了真相，朱婷
大哭，她豁然明白：自己才是父母的希望啊！一
个转身，她返回了学校，她的拼搏也就从这一日
开始了。所幸两个月后，她爸康复了。

幸运之星终于降临到朱婷头上。2010 年 6
月，河南省举行少年女子排球赛，朱婷在比赛场
上表现不俗，被省青年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詹海
根相中，将她招到了自己麾下。不久，她又进入
中国少年女子排球队。从此，她不但不再需要
父母负担学费，而且还有了津贴。她把津贴全
存下来，给她爸还债。2012年，朱婷又被选入国
家青年女子排球队。此时的朱婷信心满满，她
向她爸承诺：“爸，以后别这么拼了，家里 10 万
外债交给我来还，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此时站
在一起，朱婷的个子已经超过她爸的一米八
六。2013 年 6 月，世界青年女子排球锦标赛在
捷克布尔诺举行，中国青年女子排球队在时隔
18年后再次夺魁，朱婷荣膺最佳得分、最佳扣球
和 MVP 三项大奖，身价在一夜间陡升。赛后，
国家女排主教练郎平将朱婷招入国家队。至
此，可以说正神归位，朱婷得其所哉，所以幸
哉；虎归大山，所以如虎添翼。此后她所获得
的荣誉举世瞩目，就无须我赘述了。

有一个细节感人至深：朱婷进入国家队后，
被郎平誉为“国内 30 年才出一个的排球天
才”。朱婷已长到一米九五，但是偏瘦，训练时
间一长就体力不支。她爸听说营养跟不上，需

要补充蛋白粉，就将家里新收的玉米卖了，买了
4 罐蛋白粉，又带上家里积攒的 200 枚土鸡蛋，
驾驶自家的农用三轮车，走了三天三夜，行程
800公里，送到北京女儿的训练基地。一路上的
艰辛可想而知：渴了，到路边小饭店讨一碗水
喝；饿了，靠自家的大饼、榨菜充饥；天黑了，就
和衣躺在农用车上。接过鸡蛋和蛋白粉，朱婷
眼里都是泪。还有一个细节催人泪下：2016年9
月 5 日，朱婷意外地从妈妈褥子底下翻出了晶
体置换手术病历，她追问，她爸这才向她道出了
瞒她的原委：这年春节，朱婷回家与父母团聚。
她爸买了一只活羊准备杀了给女儿熬汤喝，却
未等到杀羊，女儿就返回国家队集训了。朱婷
走后，朱婷她妈杨雪兰因内分泌紊乱引发皮质
性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一见光就疼痛落泪，
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尽早手术。在一次通话
中，杨雪兰无意中说漏了嘴，引起女儿心里不
安。为了女儿安心训练，朱婷她爸一字一句教
朱婷她妈背诵报纸上的文章，待其倒背如流后，
朱婷她爸告诉朱婷，她妈妈眼睛好了，让朱婷她
妈在电话里“念”了一段早已背诵的文字，这才
让朱婷真正放下心来。

最让朱婷难忘的，就是她爸那辆农用三轮
车。那是朱婷一家人的交通工具。朱婷在体校
上学时，她爸都开那辆农用三轮车来回接送

她。她爸听她说喜欢吃家里的馒头和
咸菜，此后每逢周六凌晨两点，必开着
那辆农用三轮车，颠簸近100公里，赶往
体校，带着 20 个馒头和 1 罐咸菜，偶尔
还带点炒熟的肉丝。到体校后，天还未
亮，她爸就趴在方向盘上睡两个小时，
等女儿起床后，才将馒头和咸菜送到女
儿宿舍。朱婷将馒头和咸菜贴近鼻子
说：“爸，真香！”这一句话是对她爸一路
劳顿的最高奖赏，她爸舒心的喜悦全写
在了脸上。有一次天降大雨，道路泥泞，
泥水溅得满衣服满脸。她爸怕丢人，就
躲进厕所里，把脸和棉衣、棉裤上的泥点
全部洗去，这才干干净净去女儿宿舍。
棉衣、棉裤湿透了，又经寒风吹了一天，
她爸回到家就发高烧，病倒在床。让她
爸没想到的是，女儿说喜欢吃家里的馒
头和咸菜，其实是为了省钱。几年后，
朱婷将从嘴里抠下来的 2000 元生活费
交给了她爸，感动得她爸没忍住，当着
女儿面落泪了。

关于那辆农用三轮车，感人的故事
还有个插曲：2015年9月，第十二届女子
排球世界杯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在时隔
11年后重新走上了金牌领奖台。凯旋归

国，朱婷回家探望父母，当地官员准备派专车送她，
被她婉拒。其时，她爸开着那辆农用三轮车已等候
多时了。她跳上了三轮车，和她爸“突突突”回家
了。其后，当地官员突发奇想，决定将那辆三轮车永
久收藏。车被开走时，朱婷说：“爸，我想再坐一次你
的三轮车。”她爸就发动了那辆早已破旧不堪的三轮
车，载着女儿，围着村子兜风一般转了三圈。

如今的朱婷今非昔比，如今的朱婷她爸她
妈自然苦尽甘来。朱婷的身价已难以想象，前
途更是不可估量。她给她爸她妈在郸城县城买
了一套三居室，还添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她
不打算让她爸她妈再种地、修车了，却被她爸拒
绝了。她爸说：“我和你妈是农民，还是离不开
土地。”她爸希望她能回馈社会，她就捐资为乡亲
修了一条20 公里的柏油路，并捐建了一所养老
院。她和她爸被成千上万的网友誉为“最美最有
爱心的父女”。朱婷和她爸的故事不但励志，而
且发人深思；不但感人，而且鼓舞人心；不但可以
做标杆，而且可以做一面镜子，照照世道人心。
朱婷曾对她爸说：“爸，你虽是农民，没有文化，但
在我心里最伟大！”她爸闻言，泪涌双目。她爸
说：“爸是普通人，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我
想说：能做到这些，有几人呢？ □孔明

朱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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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

———访赵梦桃小组原第七任组长韩玉梅—访赵梦桃小组原第七任组长韩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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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我是 1980年元月，由一名插队知青招
入西北一棉的。刚进厂就被分配到了闻名
全国的赵梦桃小组当落纱工，感到格外高兴
和自豪！高大的厂房、敞亮的车间、浓厚的
氛围、亲近的姐妹……犹如春风扑面，令人
陶醉，我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个光荣团队。”这
是日前笔者走访原赵梦桃小组第七任组长
韩玉梅的开场白。

韩玉梅今年 62岁，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6年至 1991年任赵梦桃小组组长；
1986年 9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1989年 9月被全国妇联授予

“全国三八红旗手”；同年同月又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1990年 8月以赵梦桃小
组组长身份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QC小组成
果发布会；1991年初被陕西省科协、省总工
会等部门授予“质量管理三连冠金奖”，并荣
获“金星组长”称号……

坐在我面前的韩玉梅，落落大方、十分
健谈。她说自打来到这个光荣的团队，她便
暗下决心，时时刻刻严格要求，兢兢业业勤
奋工作。因为进梦桃小组不光意味着荣耀，
更多的则意味着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受更
多的累，要传承发扬赵梦桃一贯倡导的“高、
严、快、实”的组风。在日常工作中，她每天
提前 40分钟进车间，下了班最后一个离去；
那会儿，人亦年轻，精力充沛，力求成为多面
手，会落纱、能看车，很快熟能生巧、得心应
手。3年之后，姐妹们选她当了工会组长；又
过 3年，挑起了生产组组长的重担。常言道，
磨刀不误砍柴工。她依稀记得，带领全组姐
妹岗位练兵，使大家的操作技术全部达到优
级，实现了“一专多能，一能多变”的效应。

“在你任梦桃小组组长期间，印象颇深的
是哪件事？”我不由自主发问。

她略加思索，说：“那要数当年推行全面
质量管理的事了。1987年，从上到下推行全
面质量管理，旨在优化班组管理创新。起初，
别说姐妹感到难懂、棘手，我也是一脸迷茫，
为了尽快熟悉运用，工余，我就把姐妹们组织
起来，坚持每天学习 2小时，整整 40多天，19
个姐妹，场场满员。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全
面质量管理这块硬骨头，最终啃了下来，经过
厂里统考，小组获证率达 100%。当时，全组

姐妹都能熟练运用 7种工具，能用控制图检
查分析和对比控制产品质量的变化情况；能
用因果图分析各种指标的浮动原因；能用排
列图寻找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矛盾。我还在
小组建立了质量分析账表，一看就懂、一目了
然，逐步实现了质量管理的目标化、程序化、标
准化和数据化。1988年，第十届全国优秀QC
小组会议在京召开，我以小组名义发表了题
为《梦桃精神为动力 挖潜降耗增效益》的QC
活动成果，获得与会专家一致好评；1990年 8
月，我又代表小组赴日本东京参加了国际QC
小组成果发布会，为祖国增了光、添了彩！”

“赵梦桃小组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也
是一个温暖的怀抱。”提及这个话题，韩玉梅
兴奋不已。

“小组既是一个先进班组，也是一个爱的
熔炉。可以说，汗水伴着泪水，艰辛伴着喜
悦。记得一天夜班，小李车上的断头未接齐，
就匆忙离去。我感觉她可能出了什么状况，
于是刚一交班，来不及整理衣帽，拔腿就往她
家赶去。原来小李因孩子入托不够条件，又
无人照管，只好上班把孩子锁在家中。那一
幕，真的是眼不掉泪心落泪。于是，我一边向
领导反映，一边与托儿所联系，千方百计为她
排忧解难。事后，我没有责怪她，而是在小组
会上检讨自己关心不够。还有一次家访时，
我发现有的姐妹不会做针线活，又为买不来
合身的小孩衣服而犯愁。我想到自己会一点
裁剪手艺，于是为那位女工的小宝贝赶制了
一件合身的衣服，当晚就给她了送去。”

芬芳袭人花枝俏。1991年8月，韩玉梅刻

苦自学，通过成人高考，被陕西工运学院工会
学系大专班录取，她十分珍惜 2年的求学深
造机遇，完成学业、顺利毕业。1993年 9月回
厂后，她担任细纱乙班党支部书记，可谓“两
眼一睁，忙到熄灯”。她的先进事迹相继被
《工人日报》《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等报
刊报道，其个人风采荣登全国《纺织政工研
究》和陕西《共产党人》杂志封面。“劳模就是
要在一线‘劳’哩！”这是她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始终坚守在生
产第一线，直至退休。

花开花落终有时。时间犹如一双无形的
手，把岁月的日历一页页翻过，它使今天变为
昨天，又将昨天变成回忆。1998年10月，韩玉
梅退休了，但弘扬传承梦桃精神从未动摇。

“退休是人生的一个拐点，亦是人生的又一道
风景。”她如是说。

“2012年6月，我们自发成立了‘赵梦桃小
组退休人员志愿者服务队’，由梦桃生前老姐
妹、历任梦桃小组组长等17名成员组成，其活
动内容：一是在三伏天，我们一连多日在家
里熬制好绿豆汤、酸梅汁等防暑降温饮品并
用小推车送往车间弄档，一杯一缸，将‘清凉’
逐个递到一线职工手中；二是市内企事业单
位、学校，只要邀请我们去作‘梦桃精神’宣讲
报告，我们义务宣讲，至今大小宣讲报告会少
说也有几十场；三是会同省市慈善协会，每
逢传统佳节，兵分几路携带米、面、油等生活
必需品，深入原西北一棉、七棉、陕西二印、
二棉等多家纺织企业，入户看望慰问鳏寡孤
独、特困户或因大病致困职工逾千人。旨在
传承弘扬‘抢困难、送方便，不让一个伙伴掉
队’的梦桃精神。”韩玉梅边说边让我看她手
机里珍藏的图片。 □张翟西滨

90 后“秃”如其来
被放大的群体性焦虑

其实，90后更加注重外表、购物行为更加网络化等特点，让该群体比70后80后更

容易受到关注。

◆根据阿里健康电商平台披露的一组销售数据，2018年12月-2019年1月，年前

购买植发医疗服务的90后占比超57%，90后成脱发烦恼的主力军。

◆植发医院医生告诉笔者，现在植发手术，90后占了35%左右，而前来咨询的90后

更多。仅国庆7天，就有约百余人前来咨询，其中90后占比超6成，95后占比超3成。

◆在微博上，关于脱发的话题也层出不穷。其中，仅“90 后脱发年龄提前

20 年”与“90 后脱发活成 60 后”两个话题，就达到 4 亿阅读。

■视 点

19901990 年年 88 月月，，韩玉梅赴日本东京参韩玉梅赴日本东京参
加国际加国际QCQC小组成果发布会小组成果发布会

韩玉梅个人风采荣登全国韩玉梅个人风采荣登全国《《纺织政工研纺织政工研
究究》》和陕西和陕西《《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杂志封面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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