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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周末

民族脊梁民族脊梁，，国士无双国士无双

我们要当谣言粉碎机
◆周末评论

2月19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发布消息，即日起夫子
庙、老门东街区有序恢复开放，开放时间为
每日10时至21时，景点和灯会开放时间另
行通知。前一天，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也
发布消息，2月19日起，西湖风景名胜区将
按规定有序开放已关停的公园景点，所属
露天型收费景点原则上按正常经营时间开
放，各类博物馆（含景区内的故居、阁、楼）
等密闭场所继续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经过近一个月严密防控，疫情相对较
轻的地区，已经得到了有力的控制与预
防。2月10日起逐渐复工复产以来，不少
地方都没有出现疫情反弹，疫情防控成效
明显的地区，可以结合实际，以“因城施策、
分类防控”的方式，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
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一些露天公共
场所、活动场所，让已经“封闭”近一个月的
居民，能够到露天公共场所和活动场所去
呼吸新鲜空气，吸收大地的营养，尤其是孩
子们，更需要春天的阳光雨露滋润。

当然，有序开放景区等露天公共场所
和公共活动场所，必须严格按照防控要求，
严格进入条件和活动方式。首先，必须确
保每天消毒。随着人流的增多，景区等露
天场所、公共活动场所的防疫压力会加大，
特别是消毒工作，必须加大力度和提高频
率，确保每天都要全面消毒，不能因为消毒
工作不到位而留下风险隐患。

其二，游客必须佩戴口罩。既然景区
等露天场所、公共场所是在疫情防控警戒
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开放的，游客、居民就必
须按规定佩戴口罩进入景区。对违法违规
强行进入者，公安部门应当依据相关规定
予以严惩。

第三，不允许在开放场所聚集或集体
用餐。提前开放这些场所，完全是为市民
着想的，因此，市民进入这些场所后，必须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不进行聚集活动，包括不搞集体用餐等。
违反规定者，场所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或驱散。同时，
未成年人必须由监护人陪同，不能单独游园，更不能群体
性游园。

第四，加大巡察力度。由于先行开放的场所较少，
前往游览和释放心情的人可能比较多，一定要多派人员
进行巡园检查，及时提醒进入者不要聚集、用餐等。

总之，有序开放景区等公共场所、活动场所，也是
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疫情防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
地区，可以逐步有序开放一些露天公共场所、活动场
所，帮助市民早日走出疫情阴影，更好地投入学习、工
作和生活。 □张倩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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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一位老作家忽然成了“网红”，引起
热议。原因是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向“娘炮”开炮》，很
多人赞赏其军人风骨，敢于对时下的所谓“时尚”开
炮，也有一些年轻人不以为然，认为人老了，观念落
后，不懂时尚，当时网上争吵很厉害。

这位老作家就是陈先义，长期在《解放军报》工
作，是该报文化部原主任，知道他的身份后，人们不由
恍然大悟，也只有军人出身的人，才能说得出如此铿
锵之语。

近日，老作家深深被敢说敢做逆行武汉的钟南山
院士感动了，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第一句是：“我该
怎么称谓您呢？”以这句话开头，围绕该怎么称呼钟南
山院士这一话题，引出全诗。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有
哪些称呼都不适合称谓钟南山。

该怎么称谓您呢？
我不愿说您是明星，
因为小娘炮小鲜肉们，
已经消解了它丰厚的内容。
说你是明星，
便歪曲了社会对你的尊敬。
不愿称呼钟南山为明星，因为这样，会歪曲社会

对钟老的尊重。老作家再一次提到了小娘炮、小鲜
肉，表达了对他们的不屑。在 2019年的那场争议中，
陈先义将这种现象是对立面射向我们的炮弹。

我也不愿说你是学者，
因为太多太多的学者，
大脑已丧失说真话的功能，
面对“人传人”的科学断言，
有的人语无伦次说话已经模糊不清。
学术的良心，
被论斤作两，
卖给了大腹便便的资本大亨。
那么，就用学者来称呼钟老吧，但是也不行，因为

现在不少学者，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次疫情如此严
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开始有人不敢说真话，而只
有钟老敢于站出来，明白无误地指出“病毒会人传
人”，所以，学者这个称呼也不适合。

我也不愿说你是院士，
因为用院士的称谓，
似乎还描绘不出，
你那泾渭分明，
揉不进沙子的睿智眼睛。
何况有的院士，
视论文超越疫情。
称你院士，
似乎还表达不了，
一个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
那铁骨铮铮的钢铁秉性。

本来，用院士来称呼钟老最为恰当，但是在陈先
义看来，院士表达不了钟老铁骨铮铮的秉性。这个结
论是从对比中得出来的，因为在抗击疫情的关键之
期，有的院士在忙着抢发论文。一经对比，这个称呼
也不够表达。

你是医生，
可我依然不愿这样称谓，
因为年轻时，
你曾是一名国家运动员，
酷爱绿茵场的田径。
你是一名敢拼的战士，
最喜欢的词汇是冲锋。
那就用医生来称呼吧，钟老自己也经常说，自己

就是一个医生，一个为人看病的大夫。是的，他是医
生，但是，他还是运动员，还是冲锋的战士，还是不行，
这称呼也不行。

思来想去，
我想到了鲁迅先生，
上个世纪初早已为你定名：
那是沉甸甸的四个字，“民族脊梁”——
老作家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鲁迅先生用过的四

个字：民族脊梁。是啊，也只有这四个字才能确切表
达钟老，他不就是民族脊梁吗？2003年，他冲到“非
典”最前线，当可怕的SARS病毒让很多医护人员恐怖
时，他一句“把所有的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就
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如今，他不让别人去武汉，而自己却义无反顾逆
行武汉，以84岁高龄去抗击新冠病毒，只能在飞机上、
汽车的行进途中稍事休息。

那么，民族脊梁是怎么样的呢？陈先义的诗，从
这里开始，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诠释。

力拔山兮气盖世，
天欲坠时南山擎。
一盏仙壶济世悬，
国有危难立钟鼎。
为了我们国家的崛起，
为了伟大民族的复兴，
你是埋头苦干的战士，
你是拼命硬干的先锋，
你是为民请命的贤达，
你是舍身求法的英雄。
你用盈盈的泪水，
暖化的何止是武汉人，
那是整个中国的百姓。
你的眼圈为什么常常发红？
因为那饱含着的，
是一个老战士，
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
南山不老啊，
大树长青。
铁肩道义啊，
有英雄担承。
看如今千军万马战疫魔，
战旗指处老“黄忠”。
这是一面英雄的旗帜，
战旗的后面，
是千千万万华夏儿女，
无所畏惧的强大阵容。
有这样的队伍，
有这样的英雄，
我们所向披靡，
我们无往不胜。
是的，老作家说的这些，无疑都是民族脊梁的表

现，不过，我想送四个字给老作家，将这四个字跟鲁迅
这四个放到一起，更能准确地为钟老画像，这四个字
就是“国士无双”。钟南山，注定是2020年乃至今后的
全面信仰：民族脊梁，国士无双！ □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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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
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火火（网名）非常喜欢鲁迅《热风》中的这段话，此次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她便将这句话实践了一把——
加入A2N小组，投身网络辟谣事业。

A2N是“Anti-2019-nCov志愿小组”的缩写。“我们是
一个类似于豆瓣小组或者字幕组那样的存在，以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科普和辟谣为主要工作内容。”A2N的发
起人之一杨慧杰说。

1994年出生的杨慧杰是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创始
人。1993年出生的火火是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
理。除了他们两个，据介绍，A2N志愿小组约数百名成员
中，还有律师、一线医护人员、程序员、生物医学专业的学
生和工作人员、媒体人，等等。

从1月22日起，身处于世界各地的小组成员，采用网
络远程协作的方式接力科普、辟谣，“希望通过真实、有价
值信息的传播，让人们认识到各地疫情的真实情况，从而
更好地抵御病毒，减少传染”。

据A2N小组成员统计，截至2月15日，A2N在微信公
众号、微博、石墨文档平台发出的科普、辟谣等信息阅读
量累计约240万。

“谣言满天飞，我们要为大家做点事”

没有人是这场疫情的旁观者，身处武汉的杨慧杰
更不可能。“1月 21日我去出差，当时我觉得新冠病毒
这个事挺严重的，但车站里还没什么人戴口罩，大家还
没有意识到危险。”杨慧杰说，紧接着他听到各种传言，

“我朋友乐子（网名）是个特别较真儿的人，她当时就跟
我说要辟谣”。

作为深度互联网用户，收集权威信息源对于杨慧杰
他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当时我用手机编辑了一个
小时，就形成了一份石墨文档，然后把它发在了朋友圈。”

杨慧杰说，这是一份可以接力编辑的开放文档，并且
鼓励周围的朋友继续补充信息，“接力”编辑新冠病毒
相关的可靠信息和辟谣，“没想到两天时间，阅读量就
达到了 100多万”。以这份文档为雏形，A2N志愿小组
在 1月 22日成立。

1 月 25日，42（网名）和女友看到了他们招募志愿
者的信息，决定入群。42身在北京，本科毕业于国内某
知名院校预防医学专业，现在某科研院所深造，他发现
谣言中有一类是对外语信息捕风捉影造成的，就请缨加
入“翻译组”。

“那个时候已经谣言满天飞，我们想发挥自己的优
势，为大家做点事。”42说：“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虽然
现在没有继续进行公共卫生专业的研究，但我们长期接
触外国文献，可以打破语言壁垒，把外文资料准确地翻译
过来，让那些断章取义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深圳的火火也是在朋友圈看到了A2N的招募信
息。“那几天大家都在不停转发各种信息，很多截图一看
就很假。”火火对这种情况非常“厌恶”，便加入了辟谣的
工作。

志愿者们的热情似乎有些超出了杨慧杰的预期，“人
数迅速增长之后有些混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多少
事”。火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对接需求对于她这个
雷厉风行的产品经理来说并不陌生，她进群当晚就组织
梳理了一套工作流程，把工作拆解开来，形成线索收集、
筛选、事实核查、发布等环节，每个人主要负责做一个环
节，大家接力工作。第二天，火火将这套流程发到自己所
在群里，“混乱”场面随即结束。

“我们是谣言粉碎机，不是谣言中转站”

火火是个做事条理清晰的人，她在日常工作中经常
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以及“为什么是我”。这次
参加网络抗疫小组，她也问了自己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要辟谣？
“现在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做那些琐碎的事情。但

我理解，说青年人应该‘摆脱冷气’，就是能出一份力就出
一份力，能帮一点忙就帮一点忙，大家聚少成多。如果在
大灾难面前，大家想的都是自己做一点事并不能影响大
局，索性别做了，就是在‘冷气’里思考问题，那么就没有
任何人会对社会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了。”火火说。

为什么是我来做这件事？
短短几天时间，随着志愿小组工作的开展，他们发现

主流媒体对科普和辟谣工作几乎已经全面覆盖。火火便
对自己和小伙伴说：“我们的价值，就是尽可能地广泛传
播可靠信息，去影响自己朋友圈的人。”

捋顺了这两个问题，就有了持续的动力。他们将网
络流行的表达方式带入科普和辟谣当中来，每天发布“合
集”，将大家最关注的信息收集起来，用简单明了的形式
呈现。

比如，1月 26日，他们在新开通的微信公众号“A2N
疫情志愿组”上发布了第一篇科普文章，介绍新冠肺炎的
危害和预防方法；2月 5日的合集中，A2N收集武汉市商
务局官网信息，对“3天后武汉超市、商店关门”的谣言进
行辟谣；2月 12日，A2N微博收集丁香园、上海发布等信
息，辟谣“屏气十秒可以自检肺部状态”和“上海新增病例
减少是因为改变统计口径”等内容。

与此同时，42和翻译小组的志愿者们翻译外国相关
报道、文献等，整理出各国口罩标准和采购指南、哈佛大
学病毒学科普等内容。最近，他们在翻译一系列名为“他
山石”的内容，目的是以别国公共卫生事件的前车之鉴，
为中国此次抗击疫情提供参考。42介绍，翻译小组现在
有100多位志愿者，涉及语言包括日语、韩语、英语、德语、
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等，“因为有些人身在
国外，所以我们这边白天完成工作，晚上国外的成员接着
做，24小时都有人在翻译”。

最近，A2N成员小明执笔，总结了一些辨别信息的步
骤：包括提炼事实；寻找并识别信息源，交叉验证；对比各
信息源信息和提炼内容，逐一核查是否符合事实，等等。

发起人乐子常对小组里的志愿者说：“我们是谣言粉
碎机，不是谣言中转站。”任何进入他们视野的信息，大家
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查证”，而不是立刻转发。杨慧杰

准备写一份志愿者协
作手册，希望把此次志
愿小组工作的经验和
教训留给有需要的小
伙伴。 □张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