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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体检报告真实用

近日，因为过度偶像化拍 “亮剑3”
为噱头的神剧，
不过是
摄抗日剧，
以
“亮剑3”
为噱头的 想一边揩经典电视剧《亮剑》的
电视剧《雷霆战将》被推上了风 油，一边蹭当下青春偶像剧的
口浪尖。目前，该剧已在爱奇 光，
进而博取眼球、
牟取利益。
艺、
腾讯视频等网站下架，
湖南
实际上，虽然一门心思想
卫视周播剧场也已停播。
攀附《亮剑》，
《雷霆战将》却完全
住别墅、叼雪茄、品红酒、 与之反其道而行之。
《亮剑》的巨
喝咖啡、头发打蜡……综观这 大成功有目共睹，
没有
“男帅女
部名为《雷霆战将》的“神剧”， 美”
的主角光环，
有的只是符合
无论是道具服装还是动作台 历史实际的装扮，
以及硝烟弥漫
词，无不像是将青春偶像剧中 的惨烈战场。然而，
正是这样一
的“霸道总裁”硬塞进了抗日 部外表粗糙的电视剧，
却成为了
剧，
从头到尾不见
“战将”
，
只有 男女老少都喜爱的现象级作
天雷滚滚。毋庸讳言，这部以 品。
《亮剑》的成功，
最大的秘诀

贵报11月9日健康版，
用
仗义执言
一整个版面的篇幅刊载了《资
深专家详解老年体检报告》一
文，阅读几遍后感觉真的实
用。上了岁数之后，
每年按时
查体几乎成了一项必修课。可
近日，一则短视频显示， 视为
“盗窃”
，
显然不妥。
上面项目那么多，
要逐项追问
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在超市购
就情理而言，母亲打开
医生，医生也没那么多时间。 物时，孩子口渴喝了超市的 饮料，是缘于孩子的口渴难
刊登在报纸版面上，
自己可以
饮料。拿着瓶子去结账，超 耐。从法理而论，母亲主动
在家逐项对照，
特别方便。
（山
市老板却认为，在没有付款 到收银台结账，主观上没有
东烟台 于文国 63 岁）
结账的情况下，提前喝了饮 非法占有的故意，构不成盗
编辑刘惠回复：
本文主要
料属于盗窃，并要求她 10 倍 窃。反观超市老板的行为，
目的为传播医学知识，
内容仅
赔偿。此事随即引起热议。 明知不是偷，却诬其“盗窃”，
供大家参考。因个体情况不同，
在超市购物，一般都是 并以此要挟其支付10倍赔偿
体检结果的具体判定及治疗选
先付款再使用，但过分强调 金，
这与
“敲诈勒索”
何异？
（河
择，
还需要咨询专科医生。
“先付款后使用”，甚至将其 南漯河 郑桂灵 64岁）

在于真实，
不仅人物形象生动饱
满，
而且真实再现了惊心动魄的
历史场景。相比之下，
《雷霆战
将》堪称
“画虎不成反类犬”
的典
型，
油腻浮夸的画风之下，
暴露
出的只有浅薄和无知。
抗日战争艰苦卓绝，中国
人民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
价。用艺术手段再现这段历
史，是为了铭记历史，不忘国
耻，是为了缅怀抗日先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给抗日剧“开美
颜”，不会让电视剧更好看，只
会让它变得更油腻。无论演

员多俊美，服装多精致，背离
历史真实，把艰苦卓绝的战争
娱乐化，这本身就是对民族情
感的亵渎和伤害。
如今，
为了迎合年轻人
“颜
值即正义”
的审美，
某些电视剧
创作者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演
员的颜值和形象上，
唯独忽略了
电视剧的本质是要讲一个好故
事。
《雷霆战将》遭受一片恶评，
无疑提醒有关从业人员，
面对革
命历史题材不能轻佻和儿戏。
只有心怀敬畏，
尊重历史，
才能
拍出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
骗取医保太猖狂，
一市查出三百余。
想配眼镜可刷卡，
如此销售法不许。
救命钱非唐僧肉，
如此流失惹唏嘘。
寄言监管要跟上，
莫教硕鼠坏规矩。
文/方知 图/朱慧卿

喝完再付款咋就成了盗窃

青海西宁查处 321 家违规医药机构
近日，
青海省西宁市医疗保障局称，
为严厉打击医疗保障领
域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违规行为，
针对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
以及定点零售药店为眼镜店代刷医保卡的突出问题，
开展了
重点打击行动。截至目前，
共查处违规定点医药机构321家。

街谈巷议

传承称谓文化从家庭做起
人们在走亲戚时，时常会出现这
样一幕：大人领着孩子，见到一些亲
戚，不知道怎么称谓，有时候不仅孩
子发懵，大人也不懂。像这样的场
景，
恐怕不少人都经历过。走亲戚是
亲戚间联络感情，互相慰问的一种亲
情交流方式，叫不出称谓难免影响心
情。由此可见，讲亲情还应会称谓。
当下，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
力大等原因，存在着亲戚不大走动，
越来越疏远的现象。亲戚之间不大
走动，称谓就很少用上了，亲戚疏远，
亲情淡化，称谓也会随之淡忘。此
外，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
一些亲属称谓也在相应减少。譬如
对第一代独生子女而言，由于他们的
平辈中没有兄弟姐妹，那么在晚辈中
他们也就没有了侄子、侄女和外甥、
外甥女。
传承和发展称谓文化，需要多方
面共同努力。各类学校可以把亲戚

称谓作为教育的一项内容，给学生们
讲清起源、演变、发展历程，以及丰富
的文化内涵，使其弄清来龙去脉，分
清层次关系，熟记于心，运用于行，成
为传承亲戚称谓文化的“明白人”。
各级宣传部门，各类媒体，各种演出
机构，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亲
戚称谓文化，使之家喻户晓、入心入
脑，让更多的人懂得称谓的含义，会
用相应的称谓。各位家庭成员都应
重亲情、讲亲情，在亲戚之间来往中，
要用心弄清关系，准确使用称谓。年
长者与亲戚来往时间长，见面机会
多，已经熟悉怎么称呼，有责任给晚
辈介绍清楚。通过口口相传，一代一
代接续，使亲戚称谓文化得以传承
和弘扬。
总而言之，亲戚称谓作为中华优
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搞好家风建
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不
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文/刘旭刚）

美国原装进口氨糖 1 元特卖
养护骨骼用氨糖，
选好时机
氨糖被誉为关节修理师，
上了年纪
的人由于骨滑液较少，
骨骼之间摩擦加
重，
容易发生各种关节问题，
中老年朋
友在秋冬季交替的季节要注意关节的
保养。美国原装进口氨糖，
纯度高，
吸
收快！原料贴近人体成分，
给关节补充
营养，
增强骨密度，
防止钙流失。
为回馈新老客户,让更多人体验
到美国原装进口氨糖,我公司与美国
厂商联合推出 1 元特卖活动,活动仅限
一周,具体细则如下:
1.活动仅针对50岁以上本报读者；

2.每人最多限购2套，
不得重复订购；
3.每瓶 2 个月量，原价 970 元，活
动价 483 元，
后 3 瓶 1 元 1 瓶；
4.不收取任何快递费用，免费送
到家。
5.活动截止日期 11 月 26 日。
6.第 2、
3、
4 瓶均一元。
电话订购：4 0 0 - 6 4 0 0 - 2 7
9 货到付款
深圳市斯诺贝尔康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关编号：
3321201910000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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