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数据统计过： “抖音 85%的用户
在 24 岁以下， 基本都是 95 后， 甚至 00
后。” 拍摄者中小学生竟然占了很大比
例。 短视频中有一些炫富、 骂脏话、 自
虐、 虐待动物、 早恋等不良倾向， 孩子
的是非分辨力不强， 很容易被影响并争
相模仿。 作为平台的管理者， 应负有审
查短视频内容、 清理违规视频、 控制不
当评论、 封禁违规账号等监管义务。 相
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解释、 出台
可操作性细则， 对 APP 的短视频类信
息发布、 传播做出明确规定， 理清各方
责任， 让用户、 短视频运营商、 监管部
门都有法可依。

在自媒体爆炸的时代， 人人都是信
息的受众和发布者， 信息传播速度堪比
光速， 每个人都应当以己度人， 对自己
发布的信息有责任心。 在传播短视频赚
人气的同时， 大家也要尽可能地预见到
信息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谨慎发布自己
拍摄的一些具有一定危险隐患的技巧
类、 动作类视频， 即便视频内容不违
法， 最好也温馨提示观众一句： “危险
动作 （或专业动作）， 请勿模仿”。 用户
在使用短视频时， 要有所甄别， 对于那
些 “问题视频” 不要盲目追捧与跟风。

频繁刷短视频危害健康
除了模仿视频会给人带来危害外，

频繁刷短视频也会使人体健康受损。 这
款 APP 在设计时， 就已经引入让用户
上瘾的机制 ： 15 秒吸引最大注意力 、
各类刺激性画面、 触发、 动作、 多变的
酬赏。 手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时， 会有
大数据平台推送你最想看到的相关视
频， 让你不知不觉中沉迷进去， 在几个
小时内保持同一个姿势， 使身体的各个
方面产生各种不适症状。

1.�颈椎疼痛 大多数人玩手机时都
会低着头， 脖子一直处于向下状态， 会
让脖子变得僵硬， 产生疼痛感， 还会引
发颈椎类疾病。 应玩一两个小时， 就要
停下来活动一下。

2.�腰椎突出 有些人喜欢瘫在沙发
上看视频， 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给腰椎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可能会引发腰椎间
盘突出症。

最近， 大火的 APP 抖音上， 正流行这么一个游戏： 从
不同宽度的道具中通过， 以此来证明自己身材的好坏。 5
月 5 日， 杭州某学校 7 名 17、 18 岁的花季少女想按照视频
里的游戏检验下谁的身材好， 谁知宿舍里最瘦的小李第一
个就被卡住了， 出动了 4 名民警和 4 名消防员外加一辆消
防车， 才将小李救了出来。 此外， 类似模仿短视频出事的
事件还有不少： 重庆一名男子为模仿视频爬上火车， 不小
心触碰高压线被重度烧伤； 武汉一位爸爸带着 2 岁的女儿
模仿视频中的空中翻转， 导致女儿头部着地， 脊髓严重受
损； 浙江台州两个小伙子模仿搭讪视频， 把邻桌小姐姐吓
坏了， 小姐姐的男同伴愤然而起， 引发了打架斗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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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丽坊

1.�注意掌控时间 超长时间
看视频会引发眼睛干涩， 颈部、 腰
椎酸痛， 所以要避免长时间地把注
意力放在手机上， 偶尔起身活动一
下， 看看远方。

2.�谨慎模仿视频 在拍摄视
频时要注意安全， 对于高难度动
作视频不要轻易模仿， 一定要提
高自我防护意识， 防止意外发生。
而模仿一些整蛊类视频， 比如贴
胶布故意让人绊倒之类的， 有可
能使人受到惊吓或受伤。

3.�注重保护自身与他人隐私
网络是一个大平台， 将自己和他人
的形象放到网络上， 让人窥探到自
身和他人的隐私， 可能会引发一些
不安全事件的发生。

4.�旅途中拍视频有风险 短
视频中有很多是在旅途中拍的
风景， 引人入胜， 但是在这里要
提醒各位拍视频的朋友注意好
自身的安全 ， 小心周围的不安
全因素。

5.�家长要做好孩子的榜样
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频繁玩手机视
频， 或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来拍视
频， 整蛊孩子等。

6.�防止完全沉迷 虽然短视
频确实是让人难以抗拒， 但是完
全沉迷进去， 会导致人们荒废工
作、 学业和生活， 消磨人的精力
和斗志。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唐曼曦

清洁牙齿 将 1:2 的盐和
苏打粉混合后， 用来刷牙可去
除牙垢， 洁白牙齿。

护肤美容 杏仁粉 50 克，
细盐 1 茶匙 ， 加水调成糊状
敷于面部， 每周 2 次， 可使面
部皮肤白皙娇嫩。

柔润双手 做家务事或洗
碗碟而致双手泛红且起皱， 可
取精盐 3 茶匙溶入一盆温水
中， 浸泡双手约 5 分钟， 有助
双手恢复细白柔润。

健美肌肤 用一勺天然盐
和适量滋养沐浴油自脚趾开
始， 涂在脚板、 小腿、 膝盖、
臀、 腹、 手指、 臂等部位肌肤，
每个部位均由下往上做圆周式
按摩， 每天操作 5 分钟， 就能
使你维持健美又有弹性的身材。

消除眼部肿胀 拿一茶匙
盐加入 600 毫升的温热水中，
待其完全溶解后， 取块棉花浸
泡一会儿， 再取出敷在眼部肿
胀处， 可消肿。

止痒祛痱 夏季洗澡时在
水中加些盐， 第一， 可以止痒
去痱 ， 除去身体的异味 ； 此
外， 盐还有漂白皮肤的作用。

滋润秀发 洗头时， 用 5%
的食盐水冲洗， 可使细而缺乏
弹性的头发变得又粗又有光
泽， 松软发亮。 用沐浴盐在头
上搓揉， 会刺激头皮促进毛发
生长。

杨吉生

小心短视频带来健康风险

3.�视力下降 长期用眼盯着
手机屏幕 ， 会让眼睛产生干涩 、
疼痛等症状， 诱发干眼症， 并导
致视力下降。

4.�皮肤受损 皮肤长期对着产
生辐射的手机屏幕， 致使皮肤干
燥、 弹性差、 晦暗无光， 出现暗

疮、 粉刺、 黑眼圈、 眼袋等肌肤
问题。

5.�导致肥胖 有些人看视频时
会习惯性地吃一些零食， 加上久坐
不动， 易引起消化不良， 导致脂肪
增加。 而肥胖又会诱发糖尿病、 高
血压等疾病，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红彤彤的樱桃、 黄灿灿的
杏子、 脆生生的黄瓜……天气
开始变热 ， 大量水果蔬菜上
市。 果蔬生吃,大家首先考虑到
的是安全问题,其中去除表面的
农药残留是关键。

一般来说， 在流动水下搓
洗 30 秒以上、 去除果蔬表皮、
焯水的方法都较为有效。 就拿
即将上市的杏子来说， 由于它
在生长周期内病虫害的发生率
较低， 所以农药残留较少。 如
果仍不放心， 可以将熟透的杏
子剥皮吃， 对不太熟难以剥皮
的， 可以用蔬菜刷或新牙刷，
在流动水下刷洗 30 秒以上。

下面介绍去除果蔬农残的
三个方法：

浸泡法 先用清水冲洗掉
果蔬表面的污物， 再用 5‰的
食盐水浸泡 10~20 分钟， 切忌
浸泡时间过长， 那样会降低果
蔬的营养价值， 增加其亚硝酸
盐含量。

日晒法 晒干的蔬菜农药
残留较少， 但相对于新鲜蔬菜
来说， 口感较差。 经测定， 新
鲜果蔬被阳光直射 5 分钟， 其
表皮上的有机氯、 有机汞类农
药残留可被消除 60%。

贮存法 果蔬在阴凉环境
下放置半个月以上， 其农药残
留基本可以自然分解殆尽。 苹
果、 猕猴桃、 冬瓜等不易腐烂
的果蔬都适用此法。

钱军

色彩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
系， 它应用广泛， 不仅可以美化
环境， 与人体健康也息息相关。

不同颜色有不同光谱， 通
过人的视网膜传递给中枢神经
的感应信号也不同。 终日与黑
色煤炭相伴的工人， 若在房间
里涂上明亮的色彩， 可使心情
愉悦； 司机由于白天工作常接
触纷杂多变的色彩， 房间内要
增加些冷色调， 让眼睛得到休
息； 医务人员、 理发员等， 平
时较多接触单一的色彩， 因此
房内应多增加些暖色调； 家中
有体弱老人， 住宅也宜多用些
暖色调， 以使他们心情愉悦，
促进新陈代谢。

食物的色彩不仅显示了食
物的质地 ， 也与健康关系密
切。 中医食疗就有 “五食各应
五色， 五色各有五味， 依色调
理饮食” 之说。 绿色护肝， 红
色暖胃， 白色入肺， 黄色补益
安中、 理气通窍， 黑色补肾。

郭旭光

色彩调适生活

去除果蔬农残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