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女童王凤雅亲属诉作家陈岚侵犯名誉权案一审宣判

网络大V在网上公开发言应更审慎
昨天， 河南女童王凤雅的母亲杨美芹、爷

爷王太友起诉上海女作家陈岚侵犯名誉权一
案，在闵行区法院一审宣判。

法院判令被告陈岚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
向原告杨美芹赔礼道歉，连续置顶 30日，并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律师费 5000元。

法院认为，根据相关博文内容，文中所指家庭
应当理解为王凤雅及其父母，原告王太友与该
身份不符，故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微博发帖是否侵权是争议焦点
今年 8月 14日，案件一审开庭时，争议焦

点之一便是陈岚微博发帖行为是否侵犯原告
名誉权。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 11月，王凤雅
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诊断，患
有双侧眼球内母细胞瘤。为给女儿筹措医疗费

用， 杨美芹通过水滴筹等途径寻求社会救助，陆
续获得爱心捐款 3.2万余元。 之后部分社会公众
对善款用途产生质疑，杨美芹不断收到含指责等
内容的短信。

陈岚系新浪微博认证加 V的注册用户，基本
信息及微博认证的个人身份信息为“作家陈岚”。

2018年 4月至 6月期间，陈岚陆续发布涉及王凤
雅家属的言论，包括“骗捐”“虐待”“没有得到任
何治疗”“实名报警”等内容。2018年 5月初，王凤
雅去世。原告王太友以捐款形式交付当地慈善会
未使用捐款 1000余元。

陈岚辩称，自己并无贬损原告杨美芹的主观
恶意，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均有信息来源，对于
女童疑似死亡的信息也有其来源，确认后已删除
并公开道歉。杨美芹的相关个人信息也是其自行
公布的，不属于个人隐私，不构成侵权。

一审，法院部分采纳陈岚的观点。判决书指
出， 陈岚对杨美芹网络求助事件予以关注并发表

意见及评论，系其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并
无不妥。而杨美芹在向公众求助后，便有义务披
露善款去向等信息。本案中，杨美芹未及时公布
相关信息， 导致公众通过破碎信息推导出错误
结论，即使因此名誉受损，也应适度容忍。

网络大V应承担较高注意义务
法院同时指出，基于陈岚在网络空间的特

殊身份和较大影响， 她应承担与其身份性质、

影响范围相适应的较高注意义务。陈岚在发布
部分事实性内容时， 有一定的来源和依据，但
在博文中，有“女儿得病，骗捐不治疗”等多句
概括性事实和定性评价带有强烈主观色彩和
道德指控。从她获知的信息来看，不能得出以
上结论。上述言论超出合理限度，产生了名誉
侵权的事实。

“在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构成中，确实有几
种情况可以免责。”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

院长、教授金可可说，首先是真实性抗辩，行为人所
传播的信息内容只要属实，纵然使民事主体名誉受
到贬低，也不必承担侵权责任。其次，舆论监督者，

特别是媒体和记者，也无法绝对保障其传播内容完
全符合真实情况，所以法律也不要求其保证所发布
的信息绝对真实。 但媒体和记者在发布相关信息
前，仍应就消息来源及其真实性进行查证，在无法
确保消息来源真实性的前提下， 应谨慎发表言论。

如果尽到了合理查证义务，即使所述失实，也不必
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反之，如未尽到相应查证
义务而发布相关失实信息，其行为即具有违法性。

“本案的被告是一名网络大 V，不是媒体。考虑
到她的社会影响力，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不宜
把她视作一个普通人。我认为，法院判决她承担较
普通人更多的查证义务比较合理。”金可可说。

在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韩思
阳看来，本案暴露出我国慈善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更应引起重视。“和个人慈善行为相比， 组织化慈善
具有规范、专业、高效、便于监管等特点，是我国慈善
事业的发展方向。这点在 2016年 9月 1日正式施行
的慈善法中有所体现。”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此类慈
善行为，远不能满足随时可能出现的需求。此时，在
捐助人与受助人之间提供信息分享服务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就有了生存空间。但因缺乏有效监管，不少网
友都曾表示自己的爱心“受到欺骗”。

本市首批智慧健康小屋通过验收，明年延伸至校园与企业楼宇

宝山居民热衷在家门口“做体测”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日前，上

海市卫健委基层卫生处、信息中心和
上海市体育局共同为本市首批智慧
健康小屋进行实地验收。 在宝山区，

首批 5家小屋已落成使用一个月，除
血压、血糖、血氧等基础健康指标检
测，肺活量、台阶指数、仰卧起坐、握
力等体锻指标也能测定。 这意味着，

居民们带上身份证，就能在这个社区
新去处把健康更好地“管”起来。

年底前全市建80家小屋
在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智慧健康小屋一门之隔的是儿童
保健疫苗接种门诊。“我们想打造一
个既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又向外
开放的空间。”中心主任李钢说，一个
月来，已有 287人进行基础健康指标
自我监测，55人进行体质监测。

早在去年7月，宝山区率先在全市
范围推出社区“宝健e家”项目，内设血
压自助检测仪器等设备， 居民通过关
注“智慧血压”公众号获取检测信息。

若已签约， 家庭医生可同步在手机与电脑端
查看居民检测报告， 真正迈出健康管理智慧
化的第一步。在此雏形上，上海市政府今年推
出实事项目， 年底前全市首批80家智慧健康
小屋将建成。在已有充分基础的宝山区，引入
的4台“体测”新机器仍吸引不少居民围观。

45岁的黄女士说，自己原先对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了解甚少，但 10月底，父亲一句“你
也去健康小屋看看自己身体怎么样” 启发了
她。在医务人员指导下，黄女士刷一刷身份证
在语音提示下开始测试。肺活量、握力、纵跳、

坐位体前屈、台阶等 13项体质检测针对不同
年龄层次， 其中仰卧起坐与纵跳项目仅适用
于 39岁及以下居民。10余分钟后，有些气喘

吁吁的她拿到一张详细报告， 底端还附上体
育专家的“运动处方”：“您的坐位体前屈成绩
不理想，可通过拉伸练习改善，每周 2次，应
覆盖肩颈、背、髋、臀、腿等部位。”

打造升级版“宝健e家”

为防止居民可能因锻炼不当造成伤害，

友谊社区贴心地找来医体结合专家。拿着报
告的黄女士得到来自吴淞中心医院骨科主
任医师吴子征与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陆耀
飞的解读建议，“体前屈和关节活动幅度、柔
韧性都相关。所以拉伸切记循序渐进，日常
在爬楼梯时要做好膝关节保护。”

除了像友谊街道这样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毗邻的智慧健康小屋，宝山还有一
家特别的小屋建在社区睦邻中心和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内，那就是罗店镇智慧
健康小屋。“辖区内有 1.6 万余名 65 岁
以上老年人，老龄化比例较高。”罗店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美说，把小屋
搬到睦邻中心，是为了吸引更多还未签
约的老年居民。

左边是长者食堂、正前方是长者照
护之家，楼上有书屋、日间照护中心、乒
乓健身屋……占据“C位”的智慧健康小
屋成了不少罗店老人每天打卡的场所。

短短一个上午，就有 29位居民进行健康
检测，血压、体重等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我每天要来长者食堂吃两顿饭，饭前饭
后都来测一下血压， 家庭医生也能看见
数据曲线， 对调整用药有很大帮助。”家
住祁南居委的徐阿姨竖起了大拇指。

目前，在宝山区 17个社区，已有友
谊、罗店、淞南、大场、杨行等 5家市级建
设标准、12家区级建设标准的智慧健康
小屋。区卫健委主任罗文杰说，下一步应
鼓励小屋更多向社会大众与健康人群开

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明年考虑在宝
山长滩地块新建智能化社区卫生服务站， 整合
智慧健康小屋功能，为居民提供智能化、科技化
的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此外，在现有的 17家
小屋基础上打造升级版智慧健康小屋， 统一冠
名‘宝健 e 家’，实现街、镇
健康小屋全覆盖，将家庭医
生的健康管理关口前移，帮
助居民进行自我健康管
理。”据透露，这一升级版将
在吴淞街道和淞南镇试点，

逐步将现有的 “宝健 e家”

服务延伸至机关单位、学
校、办公楼宇等功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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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20分，庄是丰和过去11年
的每个工作日一样， 准时来到辛
灵中学的食堂， 和他的学生围坐
在一起吃早饭。“牙刷了吗？ 衣服
洗了吗？澡洗了吗？”这是庄老师
这些年来不变的开场白。 虽絮絮
叨叨，却满是“老父亲”式的关爱。

上海市辛灵中学是以初中
阶段行为失范、心理偏常学生为
主体教育对象的一所专门学校。

刚进校时，这些孩子大多在心理
上迷茫过，三年后离开时,他们载
着温暖开启人生新路，因为这里
的每个孩子都有关爱自己的“小
爸爸”和“小妈妈”。

传授正确三观
周五放学， 小黄紧蹙眉头，

拖拖拉拉跟在队伍最后面。问他
为什么不开心，他说：“我不想回
去，回去没人给我做饭，也没有
人管我。”

学校做过一个背景调查：这
里约 1/3 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整
的，很多孩子是单亲家庭，和爷爷
奶奶生活的也不少。“有一次学校
开家长会， 最后来的家长好不容
易才‘凑’满一个会议室。”辛灵中
学副校长黄权说，“在我们学校，

‘家校共育’中的家庭教育是缺失
的，而学生行为偏差，根源恰恰在
于父母从小的教育。”

缺失的父爱母爱从哪里找
回来？ 辛灵中学只有 5 位班主
任， 这 5 位年轻的班主任都是
“既当老师又当父母”，从进校开
始教孩子洗衣服、督促他们刷牙
洗脸开始，到换季帮他们一起晒
被子换床褥， 几乎形影不离。但
对于这 5位“爸爸妈妈”而言，除
了教会他们生活技能外，最重要
的是让他们在毕业时 “明理、自
律”，成为一个三观正、可自食其
力、对社会有用的人。

让孩子站C位给他们更多关注
“双 11”那天，初二的小潘拦住王菲菲老师的

路，问她：“菲菲老师，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王菲
菲故意轻描淡写：“双 11呗。”小潘有些失望，转身走
了。但当他转了一圈回到教室，突然发现菲菲老师已
经在那里，手上还多了蛋糕和他最爱的炸鸡和可乐。

生日歌响起， 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笑着祝他生
日快乐。这个有些叛逆的孩子，感动得哭了。

记得住每个孩子的生日，是辛灵中学班主任的
基本功。“其实，这些孩子调皮惹事就是因为他们缺
少被关注，所以拼命刷‘存在感’。”王菲菲说，“我们
尽量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站‘C 位’当主角。当他
们感受到关注的目光，就会有一份温暖在心头。”

初二班主任党彦的班上有个孩子，平时跟着 80

多岁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喜欢用各种违纪行为来
“冒泡”。小学时，班里的同学都躲着他。党彦却反其
道而行之， 把这个调皮的孩子安排在最中心的位
子，上课经常提问，班级活动也请他一起参与。慢慢
地，这个孩子不那么爱“冒泡”了，今年期中考试，物
理还考了全年级第一。

党彦说， 这里很多孩子的家庭教育简单粗暴，

家长和孩子间的沟通少。“只有让孩子敞开心扉，我
们才能对症下药，” 刚刚毕业的党彦是个 90后，在
这群孩子中间，早已是个经验老到的“小爸爸”。

牢记老校长嘱托继续特殊事业
初三班主任黄仁麟不久前迎来一位特殊的客

人：他以前的学生小王，如今已是一位咖啡师。那天，

小王不仅给黄老师带来了醇香的咖啡， 还描绘了自
己未来的蓝图：开一家咖啡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黄仁麟很欣慰，因为他带新班时，和孩子们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个 ‘手心向上’的
人。”很多在辛灵中学读书的孩子，对未来几乎没有
明确的目标。“我们希望孩子走出校门时可以自食
其力， 但他们需要一个引路人。” 黄仁麟说，“熊孩
子”身上其实都有闪光点。

在辛灵中学，年轻的班主任们都经历过从被拒
绝到被接纳的过程。这一路上，每个班主任都有自
己的技巧：有的会常备水果，有空就给孩子们削个
苹果、剥个香蕉；有的放学后会和孩子们一起打篮
球，然后变成“死党”；还有的等到夜深人静时会与
孩子单独“聊天”，走近一颗颗需要慰藉的心。

从被边缘化的“皮大王”，到毕业走出校门时彬
彬有礼的年轻人，在辛灵中学，每年都上演着朴实无
华而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是这些“小爸
爸”“小妈妈”们每天的陪伴和付出。“一个都不放弃”

“人人都会成功”，这是辛灵中学老校长、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谢小双的理念。如今，谢校长退休了，这两句
话依旧刻在辛灵中学的墙壁上， 成为年轻教师的座
右铭，激励这群不一样的育人者继续这份特殊事业。

2019年度十大流行语
文明互鉴

互鉴，即相互借鉴；文明互鉴，即世界上
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 相互借鉴。2014年
3月 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5年来， 习近平主席在
一系列重大场合阐述“文明交流互鉴”主张，

其内涵不断丰富， 影响不断扩大。“文明互
鉴”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是
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动力、 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文明互
鉴”已成为全球“热词”，在国际、国内媒体上
广为传播。

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个信息技术领域的术语。从

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其
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
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特
征。基于这些特征，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
的“信任”基础，创造了可靠的“合作”机制，

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2019年 1月 10日，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区块链”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

硬核
硬核，译自英语“hardcore”，原指一种力

量感强、节奏激烈的说唱音乐风格。后来引
申指“面向核心受众，有一定难度和欣赏门
槛的事物”。近年来，其含义进一步引申，人
们常用“硬核”形容“很厉害”“很刚硬”，如
“硬核规定”“硬核妈妈”“硬核玩家”“硬核人

生”等。年初，电影《流浪地球》热映，引发了
一场对“硬核科幻”的讨论，“硬核”的热度进
一步增高。

融梗
梗，来源于“哏”，本指艺术作品中的笑

点，也指故事的情节、片段及创意等。融梗，

即把别人精彩的创意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

近年来，因多部文艺作品涉嫌“抄袭”，网络
上出现过好几次针对“融梗”定性的集体讨
论。但到底是“合理借鉴”还是“违法抄袭”，

二者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始终不能达成一
致意见。10月底，热播影片《少年的你》原小
说被爆料“融梗”，网友议论纷纷。“融梗”再
次引起广泛关注。

××千万条，××第一条
2019年春节上映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

球》广受好评。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行车安全
提示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流传开
来。这句“安全守则”贴近现实，能唤起人们
的安全意识，在人们心中产生了共鸣。随后，

其使用范围扩大， 衍生出了新的造句格式
“××千万条，××第一条”，如“健康千万条，睡
眠第一条”“护肤千万条，科学第一条”“祝福
千万条，健康第一条”等。

柠檬精
柠檬精的字面意思是“柠檬成精”。柠檬

味酸，与嫉妒他人时“心中酸溜溜”的感觉相
合。因此“柠檬精”的最初含义与“嫉妒”类
似。近来，它的贬义色彩不断淡化，有时也用
于自嘲， 表达对他人的羡慕。“我柠檬精了”

就相当于 “我羡慕了”。 有时也说成 “我柠檬
了”，或“我酸了”。

996

“996”指一种工作制度：早上 9时上班，晚
上 9时下班，每周工作 6天。“996”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

我太难/南了
出自“快手”上的一个“土味视频”。视频配

了一曲忧伤的音乐，主播眉头紧锁，眼神空洞，

一边说着“我太难了，老铁，最近压力很大”，一
边欲哭无泪地用双手紧紧扶住额头。视频发布
后，“我太难了”立即引爆网络。“我太难/南了”

的流行，是普通网民希望释放生活压力的心理
表现。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出自 2019年暑期热播的综艺节目 《中餐

厅》嘉宾黄晓明之口。节目中，作为“店长”的黄
晓明以自我为中心，在有关餐厅菜式、采购等
事情上，常常不顾及其他人的意见。他在节目
中的台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事
不需要讨论”“听我的，我说了算”等迅即在网
上流传开来，反映了人们对霸道、蛮横的反感。

霸凌主义
霸凌，音译自英语“bully”，指横行霸道、恃

强凌弱。霸凌主义，指用“霸凌”的方式处理国
与国之间的矛盾。 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频
繁挥舞制裁和关税大棒，动辄施压别国，粗暴
干涉他国事务。“霸凌主义” 是一个国际热词，

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由《咬文嚼字》编辑部评出，流行语“区块化”特征日益明显

“文明互鉴”等入选今年“十大流行语”
本报讯 （记者 张熠）每年底评出一年一

度的“十大流行语”，是《咬文嚼字》编辑部的惯
例。2019年 “十大流行语” 昨天揭晓，“文明互
鉴”、“区块链”、“硬核”、“融梗”、“××千万条，××

第一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了”、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入
选年度流行语榜单。“今年是流行语的 ‘小
年’。”《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评价，“除了政经
类，全社会流行的‘全民流行语’极为少见。流
行语的‘区块化’态势明显。”

从十大流行语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某
一侧面。就历年评选来看，受交流工具、网民
素质提升等影响，流行语一直有大小年之分。

今年的流行语呈现出“区块化”特征，不同年
龄层次、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流行语。举
例来说，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年龄较大的编
辑更关注“政经类”，80 后、90 后关注情感类、

生活类。“话语体系不一样， 流行的词汇也就
不一样。”

流行语的产生源于使用者的创造力，它同
时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比如，柠檬味酸，与
“心中酸溜溜”的感觉相合，故而网友用“柠檬
精”自嘲，表达对他人或外貌，或才华，或情感
生活等各方面的羡慕。“我太难了”出自快手上
的一个视频，网上还随之出现不少表情包。“我
太难/南了”流行开来，是普通网民希望释放生
活压力的心理表现。

黄安靖介绍，十大流行语的评选坚持以社
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为标准。“流行语要反
映时代特征，弘扬正能量，引导语文生活。”流
行语是时代的脚印，是时代在语言中留下的痕
迹，因此需要有明显的年度特点。比如，“××千
万条，××第一条”的流行，源自春节上映的科幻
电影 《流浪地球》；“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
得”来源于暑期热播综艺《中餐厅》，均是今年
特有现象。“在今年评选之初，‘打卡’一直在榜
单上，最后落选是因为它‘太旧’了，‘快闪’‘逆
生长’‘脱粉’等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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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关口前移，帮助居民进行自我管理

附录

史依弘复原《游园惊梦》梅兰芳
最早舞台版本

生旦净丑扮演十二月花神

花神排练结束，上海京剧院五层排练厅响
起一阵掌声。艺术指导陈超仍不满足，挥手示
意：“‘堆花’再来一遍。”扮演花神的十多位演
员迅速集结，笛声、鼓声又起……梅派青衣史
依弘纪念梅兰芳赴日一百周年演出上海站今
明两晚将在人民大舞台拉开帷幕，两天连演昆
曲《游园惊梦》、京剧《贵妃醉酒》、昆曲《贞娥刺
虎》、京剧《百花赠剑》四台戏。与日本演出不同
的是，这次史依弘恢复《游园惊梦》梅兰芳最早
舞台版本， 全女班花神变成生旦净丑皆有，舞
台更加热闹。

情感随舞台上一招一式倾泻
陈超解释，观众习惯于扮演花神的都是旦

角，服装一致，是因为延续了上世纪 50年代梅
兰芳拍电影《游园惊梦》版本，当时昆大班学生
正年轻，由十几位漂亮的小姑娘演花神，画面
非常好看。电影影响大，后来各昆团和京班都
追随全女班花神版本。事实上，梅兰芳在舞台
首演《游园惊梦》时，是生旦净丑扮演的十二月
花神。“我们借着史依弘纪念梅兰芳先生赴日
百年演出专场契机，认真复原梅兰芳裕群社演
出版本。有花王单唱，有花神、花奴群唱。十二
个花神各自报名、各有对应的人，比如正月花
神叫庾岭仙官，即柳梦梅，雪杏夫人是杨玉环，

芙蕖仙媛则是西施。”

排练现场，演员走位娴熟，持花交错穿梭：

小花奴先上场，请来六个花神，“南安府花王点
花，差花奴相邀我等，速速前往”，到南安府后，

花王带领另外六个花神上场。 所有人站定，参
见花王。陈超说，这次“堆花”按照最高的规格
与配置设计，小班唱不了，各昆团和京班也很
少这么演，只有在曲社偶有一见，营造的舞台
气氛非常热闹。

第三次花神“堆花”排练结束，司鼓高均一
挥鼓槌，“已经入梦来了”， 现场响起轻松的笑
声。扮演春香的毕玺玺拉住史依弘说：“正式演
出前，我们再对对，走一走台。”史依弘不假思
索地回答：“好！大家想一块儿去了。”比起日本
演出，史依弘坦言，上海场更自如，“没有技术
就没有艺术。经过几个月《大唐贵妃》高强度磨
练，像磨成了一杯功夫茶。我感觉，自己内心涌
动的情感都能随着舞台一招一式倾泻出来。”

专场演出后开始排练新剧目
时间回转到 4个月前，8月 13日、14日东

京涩谷果树剧场歌剧厅， 史依弘纪念梅兰芳赴
日一百周年演出举行。日本观众给予高度评价。

以往史依弘亮相日本舞台，多为演出商决
定剧目，今年她自己选择，“一天演两出，挑故
事性和动作感俱佳的剧目。”四出戏各有特色，

《百花赠剑》好看，载歌载舞，角色与传统戏曲
里的女性不一样。《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带去美
国的剧目，1947年后几近失传。 史依弘多方拜
师，将其恢复。《游园惊梦》是史依弘挑战自我
之作，“特别不好演。 京剧演员的音调偏高，唱
昆曲声音要低下来。唱时高低起伏，需要有沉
静而连绵不断的气息。”《贵妃醉酒》中，史依弘
在经典中引入自己的思考，“除了梅派，还融入
筱派《贵妃醉酒》。贵妃三杯酒，三次卧鱼，三次
下腰，需要武戏功夫，动作更多。”

今明两晚，在人民大舞台演出后，史依弘又
将开始新剧目排练； 明年 5月她计划推出梅派
剧目《花木兰》。1912年，18岁的梅兰芳在《木兰
从军》中既演旦角，又反串小生，红极一时。“《花
木兰》是一出允文允武的好戏，舞台少见全本，

偶尔演，也是大折子戏‘行军’。”史依弘过年要
准备《花木兰》，“明年看好戏吧”。

■本报记者 诸葛漪

■本报记者 龚洁芸

■本报记者 王闲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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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健康小屋

智慧健康小屋。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