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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各类短视频App上
形形色色的特效吸人眼球，短
视频模仿已经成为威胁孩子
安全的新隐患。浙江6岁男孩
小华（化名）最近因为模仿视频
里“眼球突出来又装回去”的特
效，用力抠自己眼球。家人发
现时，他左眼球鼓出，转动已不
灵活了。

六岁娃把眼球抠得往外鼓出

小华的爸爸妈妈平时工
作都比较忙，小华平时由爷爷
奶奶带。

6 月初，小华妈妈出差回
到家，发现小华左眼有些不对
劲，“他的左眼球就跟金鱼眼似
的往外鼓出，而且眼球转动不
灵活”。仔细追问后，小华妈妈
吓得不轻。“他说是因为看了手
机里的短视频，看到视频里有
一种眼球可以突出收回的特
效，他觉得好奇也想试试，就使
劲去抠自己的眼睛。”

眼部核磁共振提示，小华
左眼眼眶内球后有一片淤血，
出血量和眼球差不多大。医
生推测，当时小华抠眼球时，可
能损伤了眼球后面的血管，一

些比较脆的血管就破裂出血，
导致血堆积在眼球后面，把眼
球往前鼓了。幸运的是，从片
子上来看，小华眼眶内淤血还
没有压迫到视神经，所以小华
的视力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有家长带孩子模仿高难度动作

近年来，未成年人模仿短
视频悲剧频发。2019年9月，
山东省枣庄市两个女孩在家
中模仿短视频用易拉罐制作
爆米花，结果点燃了高浓度酒
精引起爆炸和着火，其中一个
女孩全身烧伤面积达96%，最
终不幸离世，令无数人扼腕叹
惜。陕西律师赵良善曾经接
手过一些与短视频有关的案
件，他表示：“未成年人出事概率
相较于成年人更高，这是由于未
成年人具有好奇心强、爱尝试、
心智不成熟、判断力较差、操作
不标准等特点，对于潜在危险的
辨别较差。因此，导致发生风险
的可能性居高不下。”

不仅青少年儿童跟风模
仿短视频，甚至还有家长模仿
短视频中的高难度动作，拎着
孩子做翻转、悬吊活动，轻则引

起孩子桡骨小头半脱位，重则
因家长脱手导致孩子皮肤擦
伤、软组织挫伤，甚至骨折。首
都儿科研究所的门急诊里，医
生们时常会遇到类似的病例。
2018年3月，武汉就有一位爸
爸与2岁女儿菲菲模仿一段“拉
起孩子翻转180度”的抖音视
频，不料突然失手，孩子一下子
头部着地，造成脊髓严重受损。

专家提醒：教育孩子识别危险

“短视频里有些动作很危
险！”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
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任刚表示，
一旦发生问题，轻者容易出现
软组织挫伤，韧带断裂、撕裂和
骨折；严重的还可能引起脊柱
骨折，甚至引起脊髓损伤。例
如，有的家长拎着孩子做前空
翻、后空翻，如果不小心脱手会
导致孩子头先着地，很容易出
现颈椎错位甚至骨折。任刚
称，青少年儿童更容易受伤，还
因为孩子们并未形成完备的
安全保护意识。他们在做一
些动作时，不能判断会有什么
潜在危险需要防范。他提醒
家长，一定要加强自身的安全

意识，并且教育孩子识别危险，
切勿模仿短视频中流行的危
险动作。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丹林
也提醒，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强化
明辨是非的能力，同时切实履行
好自己的监管职责，抽出更多时
间陪伴孩子，了解他们的兴趣关
注点，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举
动，防微杜渐、及时制止。（摘编
自《钱江晚报》《北京晚报》）

短视频模仿：孩子安全新隐患

第一拨 00 后今年满 20
岁了。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和
运动社交平台Keep合作出了
一份有趣的报告——《00 后
20岁生活图鉴》。报告指出，
00后的20岁比之前的任何一
代人的20岁都更自信、成熟、
自律和关心现实。

这份报告显示：00 后人
均参与3—5个社群，学习、运
动、音乐是00后最喜欢加入的
社群类型。潮牌、动漫、汉服成
为00后追捧的对象。他们一
年会在闲鱼卖出 3 双闲置潮
鞋，同时又会买入2双，他们平
均交换盲盒9个，一年买动漫
周边花去 1000 元，在 Lolita
（复古风格为基础的服饰）和汉
服上花去300—400元。他们
的买卖多与爱好相关。

对00后来说，追星是不可
或缺的课余活动，追星可以成
为进步的动力。他们甚至会
为了做追星应援娃娃，一头扎
进玩具产业链。

运动是00后第一大课余
活动，58%的 00 后平均每周
在 Keep 上打卡 3 次以上，他
们最爱练的健身课程 TOP3：
马甲线养成、腹肌撕裂者入
门、宿舍瘦腿训练。

00后比我们想象中更能
理财，他们在闲鱼人均处理闲
置所得 2202 元，但人均花费
仅 1407 元。报告显示，73%
的 00 后会适当透支，但他们
不乱花钱。

20岁的00后也不缺烦恼，
身上的三座大山分别是：学习
难、减肥难、工作难。00后好学
一族一年平均花819元在闲鱼
上购置二手书，五成图书交易
都是关于教辅书。

00 后已经不会谈及“恋
爱”就害羞了，5 成 00 后有恋
爱经历，仅4.3%的00后渴望
脱单。而谈及现阶段的人生
梦想，排第一的是实现财务自
由，其次是家庭美满和身体健
康。（摘编自《电商报》）

人说“隔代亲”，这话一点
儿也不错。就说我那老伴吧，
她对自己生的儿女尽管也爱，
但总没有对小孙子爱得那么
深、那么“奔放”，整天“乖囝囝”
叫个不停。孙子哭了，忙抱起逗
乐；孙子饿了，忙递果喂饭；孙子
有一点儿长进，更是逢人就夸。

一天看电视，屏幕上突然
冒出“画面调节”的红绿条格
来，老伴手握遥控器，左按右
按，怎么也搞不定。正在玩耍
的小孙子抢去“大权”，小手按
了几下，问题就解决了。我在
一旁不由批评老伴：“你看你，
这么大的人了，还不如5岁的
孩子。”老伴听后不但不气，还
乐滋滋地一把抱起孙子，边亲
边一个劲地承认：“我还真不
如宝宝呢，宝宝比奶奶有用。”
接着又举出不少实例，什么

“宝宝会说普通话，奶奶不会
啊”“宝宝会唱歌，奶奶不会
啊”“宝宝会玩手机、电脑，奶

奶不会啊”，那模样，孙子俨然
就是她最崇拜的老师。

平时倘若有谁说老伴某
一方面不如人，尤其是年龄与
她差不多的人，她必定会气愤
地与对方辩白一番，而今，她
面对孙子的那个“谦虚”样，真
是判若两人。

之所以有“隔代亲”这个
情况，我以为并不是说对自己
子女这一代就不亲，而是对子
女，做父母的当年年纪尚轻，还
不大会“亲”；刚刚走上社会，忙
于工作、事业，也没时间“亲”。
到了老年，人生阅历和对亲情
的认识愈加深刻，加之人老了
相对较清闲，儿女大了，不好

“惯”了，“惯惯”孙辈正当时，也
是一种乐趣。“亲”孙辈也是对
儿女“亲”得不够的一种补偿。

“隔代亲”不排除有“偏
爱”“娇惯”“溺爱”之嫌，但其
更有包容、崇尚、深情等正面
意义。（江苏盐城 王洪武）

走近
00后20岁更自信

孙子是老伴最崇拜的老师

■隔代最亲

爷爷是不是和尚

星期天早晨，两岁半
的小孙女还没下床就嘟囔
着：“奶奶讲故事，奶奶讲故
事。”奶奶随手拿起书，讲起
了三个和尚没水吃。

奶奶聚精会神，讲得手
舞足蹈，小孙女凝神静气，听
得津津有味。故事讲完了，
小孙女问：“什么是和尚？”

奶奶说：“头上没有头
发的就是和尚。”

小孙女眨了眨眼睛，
歪着头又问：“爷爷头上没
有头发，是不是和尚？”（山
东东平 崔本杰 57岁）

柿子拣软的捏

孙子卫生习惯还没养
成，擦脸、刷牙、洗脚不那么
自觉。一天晚上，他草草洗
了脸刷了牙就上床了。我
提醒他：“立立，你得洗完脚
再睡觉嗬。”

孙子不服气地说：“爸
爸睡觉前不洗脚怎么不说
他，你这样盯牢我不放，明
摆着是柿子拣软的捏！”（浙
江绍兴 马永灿 70岁）

路不拾遗

星期天，我带上幼儿
园的孙女到公园里去玩。
在花坛旁边，我看见地上躺
着几个食品袋，就对孙女
说：“来，咱们一起把它捡起
来扔进垃圾箱去。”

孙女说：“这是别人丢
的，我们不能捡。”

我一愣，教育孙女说：
“做人要讲公德，不乱丢垃
圾，看到地上有垃圾，也要
捡起来扔进垃圾箱。”

孙女为难地说：“可是，
老师教我们说路不拾遗啊！”
（山西运城 王喜林 65岁）

水壶叫奶奶

中午，我和不到3岁的
孙子琪琪正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厨房里水烧开了，水
壶发出“吱吱吱”的提醒
声。我起身正要去提水壶，
琪琪冲着在卫生间洗衣服
的奶奶急急地喊：“奶奶，水
壶叫你哩！”（山东禹城 马
书贞 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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