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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大蒜受到了许多日本人的青
睐。大街小巷的饭店都开始推出大蒜料理，蒜香
芝士鸡肉锅、大蒜蒜薹牛肉盖饭、大蒜拉面等，
得到食客们的一致好评。不少快餐店还推出了大
蒜炸虾排汉堡，浓浓的蒜香味搭配酥脆的炸虾和
清爽的蔬菜，让人口水四溢。

一条报道 《因为疫情，大蒜料理备受欢迎》，
其中就提到了一家大蒜主题饭店，菜品多是大蒜

相关的食物，比如大蒜炒饭、大蒜牛排，都是该
店最受欢迎的美食。对于吃蒜后的口气问题，多
数客人表示因为戴口罩并不担心。有位女客人
说：“大蒜真的太美味了，疫情前，我一直不敢吃
蒜类食物，但现在因为疫情戴着口罩，也减少了
和人接触，我终于可以安心吃喜欢的大蒜料理
了。”不久前，NHK 电视台也做了《因为疫情，大
蒜开始流行》 的相关报道，指出因为疫情，更多
人在家做饭，大蒜调味料的销量倍增，大蒜迎来
了春天。

日式煎饺是日本家家户户都爱的一道料理，
在大蒜食潮下，就有商家推出大蒜煎饺，无论闻
还是吃起来都非常诱人，是大蒜爱好者的宠儿。
某日本知名中华料理连锁店推出猪肉大蒜馅的饺
子，使用了普通饺子两倍的大蒜，所以吃起来很
重口味，6 个饺子约 3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8 元)。

不仅如此，更有网站评选出最受日本人喜爱
的大蒜料理排行榜，其中蒜香意面、蒜油虾球、
蒜香酱油炸鸡、蒜香吐司等都位居前列。日本美
食类网站趁此机会，推出了不少在家就能轻松制
作的大蒜料理菜谱。如大蒜鸡蛋粥，水中放入速溶
鸡汤煮沸，然后放入切好的大蒜，与米饭搅拌均
匀，再用盐、胡椒、黄油调味即可，最后可根据喜
好放入鸡蛋、橄榄油、欧芹、海苔等。大蒜味增、
锡纸烤大蒜、大蒜油等制作食谱也广受欢迎。

日本网友表示，之所以爱吃大蒜料理，是因
为大蒜对健康有益，可起到改善动脉硬化，促进
血液循环的作用。专家对此持肯定态度：“疫情期
间人们无法外出，压力增大，变得倦怠，身体会
发出想吃大蒜的信号，希望能恢复健康与活力。
吃大蒜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对抵抗新冠病毒也有
益。”

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近 47％的人
口都有注册社交网络账户。社交网络现
在似乎真的成了一张网，无数的人在这
个网里身隔千万里却近距离交流、便利
地生活，但同时，这张网也正在给这个
社会制造“新病人”。近日，澳大利亚悉
尼科技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
交媒体会带来六个方面的危害，给健康
和社会带来诸多风险。

无数人被社交媒体吸引和“控
制”

在微信上，不时有家人、同事、客
户“微”你，群里还总有人喊你帮忙

“砍一刀”，朋友圈“逛”个没完。在微
博上，人们热衷于追星追热点。在短视
频平台上，直播购物、自拍同款、看主
播秀才艺、分享养生视频……在互联网的加持
下，人们的社交行为比过去更加多元丰富了。其
实，很多即时通讯的 APP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聊天
工具，而是集合着交流、资讯、娱乐、搜索、电
子商务、在线办公等服务为一体的信息平台。在
这些平台上，自我表达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人人
都是“媒体”，每一种声音都在社交网络被传播和
放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8 次 《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6.9 个小时，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就在此时此
刻，有 9.83 亿人正在使用即时通讯，8.88 亿人在看
短视频、 6.38 亿人专注直播， 4.69 亿人点外卖，
3.25 亿人在使用在线教育，人人都享受到了数字化
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社交媒体也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人们的生活
甚至是精神世界。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学习或工
作时，总是时不时地拿起手机点开，看朋友圈有
没有新消息；微信、微博里，有人给自己评论点
赞，会迫不及待地回复；看到有人炫富卖惨，可
能会跟风攻击；在社交媒体里，自己曾遭遇到网
络暴力，甚至隐私泄露等。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微信朋友圈使用率达 85%，QQ 空间、微
博的使用率在 40%左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
已陷入社交网络，可我们却浑然不觉。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隆表示，社交媒体具有一定的
心理成瘾机制，每个人表现不一，或轻或重。成
瘾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比如有的人过
度焦虑，回避现实，好奇心强，社会支持不足，
喜欢虚拟刺激感等，这类人很容易成为社交媒体
重度沉迷者。还有的商家和平台会根据大数据算
法，投其所好，让你欲罢不能。

汤永隆说，生活中，我们更多的人是在隐形
地被社交媒体吸引和“控制”。人们使用社交媒
体，主要是为了认识朋友，找到归属感，和朋友
互动，增进情感，及时了解新闻热点。但为什么
就放不下手机了呢？这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社交
媒体时，总是有许多不可预知的回报，不知道下
一条消息或通知会不会引起朋友圈的点赞，期待
所谓的“被肯定”以及“相互点赞”，这种随机性
回报使得个体的反应持续更长的时间，成为一种
不由自主的黏性使用和网络社交沉迷。

虚拟社交危害重重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过
度使用社交媒体还会带来六大方面 46 种危害，这
六个方面是社会交往成本、网络欺凌、低效率、
垃圾信息、隐私问题和安全威胁，受访者对 46 个
负面项目中的 28 个给予了 100%的认可。

增加社会交往成本。一是认知成本，如不良

情绪和心理问题，比如压力、焦虑、抑郁和嫉
妒。二是执行成本，比如浪费时间、金钱等。东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主任袁勇贵表
示，社交媒体替代了真实交往关系，虽然提高了
沟通效率，但延长了使用时间，也助长了不必要
的攀比之风。例如，朋友圈炫富，晒豪车豪宅，
导致很多人有了仇富和自卑心理，网红打造的虚
假美好幻境，也在助长身材焦虑、容貌焦虑。《柳
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一项研究证实，社交媒
体依赖对女孩心理危害较大。美国一项研究显
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夫妻，更容易遭遇背
叛、分手和离婚。

网络欺凌或暴力事件。网络欺凌是由个人或
一群攻击者实施的侵犯行为 （例如虐待、骚扰和
犯罪）。匿名性让暴力变得更猖狂。袁勇贵说：

“在门诊，每天都能遇到因为社交网络导致心理问
题的患者。曾经有个网络作家来我的门诊，因为
在读者群内被谩骂和质疑，她一度抑郁想自杀；
有的中学生在班级群里，被老师批评，变得精神
消极。”近年来流行一个词“社会性死亡”，简称

“社死”，这种“键盘伤害”有时堪称“数字谋
杀”。例如，“火车站猥亵小女孩事件”，导致一位
与视频上男子很像的网友遭受网络暴力，历经努
力才得以澄清。“德阳女医生自杀案”，网友在未
知全貌的情况下，群起围攻，更有甚者去女医生
单位和家里闹，导致她不堪压力吞下了 300 片安定
片。

工作学习效率低。社交媒体可以帮我们开拓
眼界，增长知识，也对工作和学习成绩产生了一
定负面影响。最新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生花在课
堂上的时间约为 1/5，其余时间都被社交媒体所占
据，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他们所花的时间成反比。

垃圾信息横行。“垃圾信息”指的是那些让人
恼火、心烦意乱的内容，例如涉及性、非法的内
容，错误、消极、虚假的信息等。中国人民大学
老年学研究所在调研了 27 个省市 1113 位中老年人
的网络社群使用习惯后发现，超半数中老年人不

知如何分辨虚假信息。袁勇贵表示，虚假信息很
容易误导老人和青少年儿童，比如抽奖、弹窗、
游戏链接等，很容易被骗。

隐私被公开侵犯。网络信息时代，一些企
业、机构甚至个人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
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侵扰人们的生活安宁，
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汤永隆指出，
很多社交媒体 APP 都需要用户“授权”获取个人
资料、通讯录、GPS 定位等，隐私几乎荡然无存。
有的还要人脸识别、登记身份证号、家庭地址，
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容易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造成威胁。

安全受到威胁。安全威胁是指破坏机密性、
完整性和信息和信息系统的可用性。任何损害情
况，如信息遭受拦截、信息欺诈和侵犯版权等，
都被视为安全威胁。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
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总计接报网
络安全事件 4.9 万件。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最
高，为 22.8%，遭遇网络诈骗的达到 17.2%，设备
遭遇病毒的网民占比 9.4%，遭遇账号或密码被盗
的占比 8.6%。

提升全民媒介素养

当下，社交类 APP 的数量保守估计已突破 27
万款。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 6~19 岁网民 1.58
亿，占网民整体的 15.7%；20~29 岁占比 17.4%；人
数最多的是 30~39 岁的，占比 20.3%。20~29 岁年龄
段网民对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直播使用率
在各年龄段中最高。

袁勇贵强调，社交媒体有很多好处，但不是
人人都适合用社交媒体，社交网络更不能完全替
代真实的社交关系，这当中尤其要注意重点关爱
未成年人群体。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为了更好
引导青少年上网，营造积极健康的上网环境，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学校等社会各界应当
积极行动。学生应调整社交媒体接触行为，家庭
应弱化社交媒体接触氛围，学校应加强青少年媒
介素养教育。

世界各国都注意到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危
害。今年 9 月，美国 Facebook （社交平台） 公司暂
停其为 13 岁以下青少年打造的“Instagram”
（图片社交平台） 体验计划。英国出台最严网络新
规，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在社交媒体上点赞。澳大
利亚拟起草《在线隐私保护法案》，规定社交媒体
必须优先考虑保护未成年人，违规企业将面临上
千万人民币处罚。

我国在今年 6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审议通过。其中，不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
息等，被归类为“敏感”个人信息。近日，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 《提升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也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作出部署。在执法层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企业则应该提高应用程序
开发人员的意识，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咨询人员
应了解技术特性会影响用户的数字行为变化，规
避潜在负面影响，注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谨防
信息泄露。

汤永隆表示，合理使用社交媒体，要做到尽
量不耽误学习、工作时间；提高媒介素养，不传
播谣言，不网络暴力他人，不侵犯他人隐私；警
惕网络诈骗陷阱，谨慎下载各类社交媒体，关闭
授权个人隐私的应用程序，防止钓鱼软件；积极
学习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了解维权方
式，注意销毁带有个人信息的单据和资料，不要
随意丢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