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0.11.19 星期四 编辑：刘祺力（电话：15575106513）版式：孔丽

社会

一语 人惊

环球采撷

任钦祖发明新一代自来水
净化器，可迅速将普通自来水处
理成国家标准直饮水，新鲜活
水，含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有
益身体健康。上海疾病控制中
心第（2016）0036 号检测报告
证明，能够去除铅汞等重金属有
害物质，隔离细菌病毒，避免二
次污染，排出污染物和各类毒
素，防止病从口入，预防为主。溶解性固体总量与长寿村的名牌矿泉水相同。

欢迎打电话领取水样，免费品尝，前 50 位可获赠价值 399 元的智能水质
检测笔一支。快递费7元自行承担。可拨打热线400-666-9092领取。

任钦祖电子商务公司荣誉出品 广告

热读关键词

“禁闭”原本是一种惩罚措施。一
些企业却将禁闭变成了一种挑战项目。
这种推广手段看似有新意，实则隐藏着
健康方面的风险，挑战者必须慎重。禁闭挑战 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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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桶水 赛山泉 不花钱 非常甜

近日，网络平台上多家公
司举办“禁闭挑战”，挑战者须
在没有任何电子设备、无任何
时间提示、与外界零接触的房
间内独自生活30天。如果挑
战成功，就能获得5万元到10
万元不等的奖金。心理专家
表示，普通人尝试连续挑战30
天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甚至会
对挑战者的身心健康或日后
生活产生不良影响。

“禁闭”挑战成功可获奖金

目前有多家公司举办“禁
闭挑战”，因为报名人数过多，
西安一举办方的挑战计划已
经排到了明年。从前段时间
挑战者的情况来看，最高纪录
为19天，最短仅5个小时。

西安禾速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于今年9月底开始筹划
并举行“禁闭挑战”活动。“其
实这个禁闭挑战也是作为商

业推广使用的。”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李浩勋表示，挑战者在
无窗、有卫生间可洗漱、不能
洗澡的写字楼独户内生活满
30天，可获得5万元奖金。

李浩勋表示，此活动在工
商、消防和公安有关部门按照

“密室逃脱”相关规定进行备
案。挑战者可带 3 件个人物
品，举办方会每天不定时送足
量水和食物，挑战失败，须按
天收取每天 200 元的挑战费
用。同时，挑战者年龄须在
20—35周岁，提供市级医院体
检健康证明。

挑战规则引发质疑

不少网友质疑，称主办方
很可能故意增加每天送餐次
数，导致挑战者错误判断天
数。还有人认为主办方借直播
收取流量从而获利或骗取挑战
押金。甚至有人向警方举报该

活动“疑似传销窝点活动”。
针对质疑，主办方调整了

规则，如将“不定时每日3餐送
饭”改为提前放置90顿各口味
自热米饭等食物。挑战失败惩
罚也改成了按天分级计算。李
浩勋称，有网友针对“心理安
全”提出质疑，活动请来了专业
的心理医生。医生能24小时观
察挑战者情况，如果挑战者出现
异常行为，会通知工作人员叫
停比赛，对其进行测评。

挑战者撑到第九天时放弃

二十出头的小马是参与
该活动的一名挑战者，他坦言
参加挑战是为了“放空自己”。

小马说，活动现场设置在
一个小区里。“进入房间前几
天感觉还不错，对身边环境抱
有新鲜感。一天3顿饭配送规
律和窗外定时传来邻居练钢
琴的声音，让时间不难推算。

但过了几天睡了吃、吃了睡的
生活，让我很快对周边环境开
始厌倦，心情越来越压抑。”

小马回忆，无聊的时候，自
己会做仰卧起坐等运动来分散
注意力，但心理状态仍越来越
差，第九天时他放弃了挑战。

心理医生：强迫坚持会影响生活

心理咨询师高爱华认为，
狭小压抑的环境会给挑战者
带来较大的心理冲击，视野的
局限，会一点一点吞噬挑战的
乐趣，无形地增加焦虑委屈、
孤独无助、恐慌愤怒等情绪体
验，造成创伤性影响。

挑战者如果坚持挑战，其
焦虑水平会随之上升。这种
不良的情绪体验如果没有及
时得到缓解和释放，将来有可
能会影响到挑战者的常规生
活、工作能力和社交活动功
能。（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屡败屡战，小伙写下“相亲指南”

本报讯 如果一位年过八
旬的老人，把自己价值300万
的房产留给楼下水果摊的店
主，你会怎么想？而且，这位店
主也成了老人的临终监护人，
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不
是骗局，而是老人思虑许久后
的抉择——将余生托付给一位

“陌生的亲人”。
现居上海的马林（化名）

是一位退休工人，今年88岁。
前些年老伴去世了，留下他和

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后来儿
子也在家中意外猝死，尽管还
有一些亲戚，但不怎么来往。

马林喜欢小孩，有时会买
些零食给小区的孩子们。此
外，他常在家门口溜达，渐渐地
就跟开水果摊的小游一家熟悉
起来。小游，35岁，河南人。几
年前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上
海卖水果。老先生每天没事就
去他水果店里坐一会儿，小游
也经常给马林帮忙。

有一次，马林在家中摔倒
了，小游发现后把他送进医
院。小游给马林的亲戚打电
话，亲戚们都说走不开，于是
小游白天看店、晚上就去医院
陪夜，直到马林恢复出院。出
院后，马林就下定决心邀请小游
全家搬进来，组成一个特殊的家
庭。2017年，马林带着小游到
上海普陀公证处办理意定监
护，把自己的晚年和遗产都托
付给小游。（摘编自《钱江晚报》）

八旬独居老人把房产送给水果摊主

本报讯“这本书我连续买了 3 年
了，每年只要这本书开始预购，我就马
上订购。”近日，得知由《快乐老人报》与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联合出版的《2021
年中老年保健知识天天读》图书面世的
消息后，河南读者王先生打来电话，他说
这本书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陪伴”。

天天读图书推出多年，知识年年更
新。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而且还可以作
为一本回忆录收藏，是送亲朋好友最好的
礼物，和他们一起分享健康保健知识，一
起分享快乐。现在购买一本58元，购买
两本及以上每本50元（均含邮费），您还

可联合单位团购，优惠力度更大，具体
细节请电话沟通。（记者刘祺力）

新年给家人送份温暖“陪伴”

三男子黄石公园温泉
煮鸡上“黑名单”今年8月，
美国的埃里克·罗伯茨和他
的兄弟达拉斯·罗伯茨以及
好友埃里克·洛梅里尔，在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游玩时，
利用公园里的温泉高温煮

“温泉鸡”吃。公园的护林
员发现后，缴获了他们的

“作案工具”，并开出法院传
票 要 求 他 们 出 庭 接 受 审
理。此案于近日开庭。最
终，法庭判处埃里克·罗伯
茨和达拉斯·罗伯茨入狱 2
天，并交罚款540美元。埃
里 克·洛 梅 里 尔 被 罚 款
1250 美元。3 人还上了黄
石公园的“黑名单”，两年内
不得再次入园。（摘编自《都
市快报》）

“他说话很甜，是我的
开心果呢！没想到骗术这
么高。”

——11月11日，浙江
杭州的徐女士来到银行，
准备汇一笔 33 万元的巨
款。由于数额巨大，银行
工作人员询问得知是帮朋
友垫付快递费，感觉不对
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
警得知，徐女士两个月前在
K 歌软件上与一位自称在
国外的骨科医生相识，两人
越聊越投机。得知对方有
包裹需要寄，徐女士决定帮
他垫付33万元快递费。经
过民警劝阻，徐女士才明白
是诈骗。（摘编自澎湃新闻）

跟一句：骗子最会“以
情动人”。

“这又不是在你家，别
多管闲事好吗！”

——近日，有网友发
布这样一段视频：北京市
一辆公交车上，一女子坐
在车尾座位上，手拿一袋
榴莲时不时吃上两口，榴
莲的气味引起其他乘客注
意。一位大姐上前劝阻，
没想到却遭到该女子回
怼。当其他乘客要求其把
口罩戴上时，该名女子则
称别人多管闲事。（摘编自

《北京晚报》）
跟一句：公共场合，小

处不可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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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社工25年为村民当
“义工”今年 56 岁的吴建
定是江苏省常州市勤丰村
委工作人员，老社工，也是
不 少 村 民 眼 里 的“ 热 心
肠”。1995年，他从农副公
司调入勤丰村供水站后，
通过自学成为修理专家。
从那时起，他就边工作边
助人。张家水龙头坏了，
李家下水道堵了，都会喊
他帮忙。2001 年，他调到
村委工作，村里只要有事，
吴建定总会“不请自来”，

“对我来说，这些事都是举
手之劳，再说力气也花不
完，第二天又有了”。（摘编
自《常州日报》）

本报讯 安徽小伙马方，
写得一手好文章，自诩是一个
文艺青年，在经历80多次相亲
失败后终于修成正果。他把
自己长达 6 年的相亲历程，写
成 了 近 10 万 字 的“ 相 亲 指
南”。这份指南风趣幽默，又
涵盖不少实用技巧，引来很多
渴望脱单的网友点赞。

马方出生于 1983 年，老
家在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农
村。2002 年他考入合肥市一
所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年，马方进入巢湖一家报

社当记者。“也许是当时的职
业比较体面，从那一年起，直
至我 2014 年离开巢湖，一直
在相亲，但都没有结果。”马方
坦言，相亲失败的原因，一方
面是自己的家境带来的自卑，
另一方面是他的要求过高。

马方表示，因自己丰富的
相亲经历，有一些朋友或者网
友跟他取经。“我一直喜欢经
济学，于是就想通过经济学理
论思考我相亲过程中的事例，
分析相亲失败的种种原因，寻找
共性。”马方说，他抱着这种初衷

开始创作，最后形成了10万字
的文字刊载在知乎网站上（微信

“扫一扫”扫描下方二维码观
看相亲指南）。

马方的“相亲指南”包括
“隔空相亲”“相亲安排”等章节，
总结出单身男女相亲时会遇到
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应对方
法。“我写相亲
指南，也是想
留下一些有价
值的东西。”马
方说。（摘编自

《合肥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