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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袁76.5%的受访者感
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遥此前还
有机构调查发现袁94.1%的人都曾
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袁 其中
26.8%的人经常会提笔忘字袁 尤其
在年轻人中更加明显遥

提笔忘字袁 是互联网时代最
为常见的野失忆症冶遥 最开始只是
手和笔感觉陌生袁笔和纸开始疏
离袁 最后发展到岂止提笔忘字袁
关于表达匮乏的 野荒漠困境冶如
同滚滚黄沙扑面而来遥 许多时
候袁人们拿起手机袁想和微信那
头聊些什么袁突然之间 袁仿若触
到一个微妙的火花袁那种陌生的
疏离一路从手指麻痹到嘴唇袁再
从嘴唇震撼到大脑院到底该嚅嚅
而言些什么呢钥

这才惊觉袁 遗忘的哪止是字浴
那些完美的开场白尧恰到好处的起
承转合尧意蕴深长的告别语袁恍若
一座大厦精妙的内部结构袁而我们
傻傻伫立在外袁 焦灼而不得其门遥
心中千言万语袁提笔只余野呵呵冶遥
想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袁一定想不
到野呵呵冶会成为如今这个信息密
集时代最为常用尧意蕴最为丰富的
表达遥 人们高兴时可以野呵呵冶袁郁
闷时可以野呵呵冶袁谦逊时可以野呵
呵冶袁冷漠时亦可以野呵呵冶袁想引起
你注意时可以野呵呵冶袁拜托你赶紧
闭嘴吧也可以野呵呵冶噎噎简而言
之袁现代语境里的野呵呵冶包治百
病袁成为互联网社会人们最为省时
省心的万用良方遥

其实野呵呵冶的野呵冶袁拆开来
看袁就是野口头冶上的野可以可以冶袁
至于这野可以冶具体传达了什么样
的情绪袁得依靠你自己依时依事详
加揣摩袁揣摩得恰到好处当然值得
鼓掌袁 倘若揣摩得误会丛生噎噎
野呵呵冶还是一个孩子袁可不能随随
便便就让它背锅遥

野呵呵冶 只是一个微小的端
倪袁循着它的指引袁大多数人已步
入现代语言交流贫瘠的荒漠里遥
只怪时代发展飞速迅猛袁 来不及
化解人们过多的细腻情绪遥 信息
密集爆炸袁相比以往袁这个时代诞
生的陌生词汇只会更多袁 不会更
少遥流行梗们从十年以前的野长江
后浪推前浪袁前浪死在沙滩上冶一
语成谶袁汹汹而来袁到如今即使你
天天上网袁 都搞不清那些时不时
陡然浮现的网络热梗背后所代表

的丰富含义遥 匆匆
袭来的潮流以更加
匆匆的姿态飞速流
逝袁 如天际虹曦尧
浪间浮沫袁 人们在
随时会被潮流抛离
的焦灼中发现院这
早已不是一个适宜
于大段抒情的年
代遥 如果歌德在此
时失恋袁 估计早没
有那种喷薄而出的
欲望写出大段大段
的 叶少年维特之烦
恼 曳要要要人们没有
足够的耐心理解或
者同情他人的情
绪袁 正如下意识地
麻木或者忽视自己
的感受遥

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袁 是 叶朗读
者 曳 叶中国诗词大
会曳等推崇深阅读尧
彰显传统文化之美的节目近年来
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关注遥这证明
了人们对文字之美尧文学之美以及
其间饱含的深层意蕴袁有着发自天
然的亲切袁以及随之而来蓬勃旺盛
的精神需求遥作为中华文明上下五
千年的载体袁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
基因袁汉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诉求冶袁汉字所承载的浩瀚图卷袁延
绵浩荡地记录着大至社会变迁尧小
至个体的喜怒哀乐袁无愧为中华文
明星光璀璨的有机组成遥毫不夸张
地说袁野汉字文化活着袁 历史才活
着袁民族才活着冶遥

而历史和社会进程永远是发
展的尧变化的尧充满着勃勃生机袁包
括网络用语等汉字容量库的增大袁
以及野麻婆豆腐冶野功夫冶等词汇强
势入驻欧美语言体系袁本身就反
映着汉字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
趋势遥 从某一层面来说袁我们不
应恐惧汉字在手机交流时代快
速展示尧由严肃到戏谑等多种语
态丰富并行的发展态势曰而如何
传承汉字文化 袁 我们应有的放
矢袁 积极挖掘汉字独特的舒
缓悠扬尧意蕴丰富之美遥 近年
来袁 成书于清代的声韵格律
读物叶声律启蒙曳再度走红袁
野云对雨袁雪对风袁晚照对晴
空噎噎冶以其优美的意境尧朗
朗上口的韵味袁 接连登上了
包括首届国学春晚尧 广东卫

视少儿春晚尧广西六一电视晚会
等极富影响力的平台袁俘获了大
批不同年龄层受众的由衷喜爱袁
这就是找准切入口尧积极展示汉
字魅力的有效典范遥

同时袁我们应注意野快浏览冶和
野深阅读冶的相辅相成袁在野快冶和
野慢冶 之间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文化节奏遥大家既可以拿起手机
关注最新最快的传媒资讯袁也可以
静静地捧起一本书袁在野思接千载袁
神游万里冶中徜徉于汉字独特的文
化之美遥

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袁在社会
的快速变迁中袁作为野人冶这一个体
的时代困惑需要意蕴深厚的野慢文
化冶来涤荡浮躁袁抚慰焦灼遥 慢下
来袁再慢一点袁让灵魂跟得上快速
前进的脚步袁让潦草的意识更加明
晰袁让单一的生活更为有趣遥 在过
去和未来的顾盼之间袁如何突破汉
字的表达困境和延续困境袁我们这
一代人应有文化接续的意识和使
命遥

李咏瑾

近期袁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网
约护士平台袁其实质是野互联网+护
理服务冶袁 即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
术袁通过野线上申请尧线下服务冶的
方式袁由护士上门为群众提供护理
服务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袁截至 2018
年底袁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49亿人袁 占总人口的 17.9%遥 失
能尧高龄尧空巢老人的增多袁使得很
多老年人对上门护理服务需求激
增遥野互联网+护理服务冶袁本来是一
个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增加和
完善护理服务尧满足日益增加的护

理需求的一个很好手段袁 可是袁网
约护士在现实中却遇到护士从哪
里来尧如何监管等不少问题遥

之所以会有诸多问题袁主要是
因为目前对护士和医疗护理机构
的管理都是建立在实体医疗机构
和医疗服务的基础上的袁而网约护
士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与实体
医疗机构有很大不同遥需要网络护
理服务的大多是老人和出行不便
的人袁未必是重病患者遥 在医疗风
险的管控上袁如果沿用以前的管理
方式袁显然就不太合适遥比如说袁按
照有关卫生主管部门规定袁护士要

先在医院注册袁才能在指定的医院
服务袁可是袁如今专业护士连满足
医院的需求都不够袁又哪里有余力
去满足野网约冶新需求呢钥一些网约
服务项目袁比如陪看病袁其实并不
需要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很
高袁是不是在人员管理上可以尝试
分级别钥

目前袁 全国已确定了在北京尧
天津尧上海尧江苏尧浙江尧广东 6 地
试点野互联网+护理服务冶袁应对试
点经验及时总结袁在监管上更有针
对性袁摸索出有效防范野互联网+护
理服务冶管控风险的最佳方案遥

五一假期刚过袁相关野夜游冶产品
成为预订的热门旅游线路遥 据报道袁
为了拉长游客的驻留时间袁旅游行业
创意频出袁通过灯光秀尧音乐节尧亲子
互动等模式的融合袁 吸引游客开启
野夜游模式冶遥

野夜游模式冶袁其实并非新事物遥
就以游船来说袁 广州的珠江夜游尧上
海的浦江游船尧香港的幻彩咏香江等
观光项目一直备受欢迎遥 近年来袁夜
间旅游又有了一些新变化遥比如项目
越来越多遥曲艺歌舞尧灯光演出尧夜间
美食尧商场购物等袁给人提供新选择遥
再如袁人气高涨遥当前袁野夜猫子冶越来
越多袁夜晚也成为人们消费的重要时
段遥 故宫的野上元灯会冶尧广州国际灯
光节的人头攒动袁都反映了市场对夜
间旅游供给的迫切需求遥
夜间旅游为什么火热钥 一方面袁

自然是利益驱动遥 对旅游目的地而
言袁延长游客驻留时间至关重要遥 游
客停留越久袁客单价越高袁旅游消费
蛋糕就越大遥这一点袁无需赘言遥另一
方面袁在于需求使然遥当夜幕拉开袁华
灯初上袁城市也好尧乡村也罢袁都切换
到了另一种节奏遥 对很多游客而言袁
到一地旅游袁夜间也不能浪费袁夜间
也是感受当地风情的绝佳机会遥以广
州为例袁夜晚除了珠江夜游袁还可以
趁着夜色爬上白云山顶袁俯瞰万家灯
火曰可以漫步滨江路袁吹着江风听珠
水流淌曰去荔枝湾袁看夜色里的岭南民居尧西关大
屋别具风韵曰去北京路尧上下九袁看灯火通明袁街市
如昼噎噎夜色能带来一份诗意和美感袁 从美食到
夜景袁都能为旅途带来独特的体验遥

那么袁怎么挖掘夜间旅游潜力钥
一在产品遥夜间旅游的吸引力袁主要靠产品供

给袁要看能给游客看什么尧玩什么尧体验什么遥 对
此袁要立足自身实际袁从存量尧增量上下功夫遥比如
当前一些热门景区袁到傍晚就野关门大吉冶遥能否延
长服务时间钥 值得考虑遥 比如在文艺演出尧民俗展
示等方面袁可推出常态化的展演活动袁充分对接需
求尧打造品牌遥尤为重要的是袁要有一盘棋思维袁对
景区尧博物馆尧特色小镇尧旅游综合体等各种资源
做好排列组合袁形成游玩路线袁打好组合拳遥

二在配套遥 旅游袁说到底就是一种体验遥 这种
体验是由全流程尧全区域的整体环境决定的遥而夜
间旅游袁无疑对配套尧对环境要求更高遥对此袁要以
需求为导向袁从细处尧小处着眼袁切实提高夜间旅
游服务质量袁不断提升游客夜间体验遥比如在宣传
推广方面袁 夜间有哪些文艺演出袁 有什么景点推
荐袁最好能让乘客能在机场尧车站等随时随地获取
相关资讯曰在交通上袁夜间游野散场冶后如何返程袁
这需要各种交通工具做好服务保障噎噎夜间旅
游袁涉及方方面面袁要挖掘其潜力袁必须聚焦旅游
全程把服务做细做好遥 夏振彬

提笔忘字背后的“失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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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护士监管应加强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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