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032017年12月13日 责编杜一格 美编阎嗣昱 邮箱 dhbjrgd@126.com时评

观点圆桌

2017年12月13日将迎来第四个国家公祭
日。今年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80周年，也是南
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当天，在南京17处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12个社区和6家反
映抗战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与国家公
祭仪式同步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活动。

（据新华社）

“以国之名”悼念遇难同胞
胡建兵：永世不将国

耻忘。1937年12月13日，
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
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惨 案 ，30 多 万 人 惨 遭 杀
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
绝 人 性 的 法 西 斯 暴 行 。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通过决定，决定将 12 月
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 12
月 13 日国家举行公祭活
动。

对死者的尊重既是对
死难者的告慰，亦是对生
者的抚慰。80年前那场大
屠杀，不仅仅是南京的灾
难，也是全中国的灾难，甚
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
灾难。让国人体会到国家
贫穷落后就要被挨打，这
何尝不是国家之痛、民族
之哀？作为日本侵华战争
暴行和苦难历史的见证，
南京大屠杀事件完全有理
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
里刻下深深的印记。在走
进新时代的今天，我们隆
重举行我国第四个国家公
祭日活动，无疑为更多国
人提供了了解这段历史的
机会。让人们牢记历史，
让历史告诉人们。今天国
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人
民的幸福来之不易，无不
源于当年国人的流血与牺
牲。我们身处新时代，不
能忘却他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铭记历史更应以史为鉴。
南京大屠杀这一公然违反
国际法的残暴行径，经二
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
法庭审判，大量的事实早
已说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罪行不可否认，任何企图
复辟军国主义的势力，任
何企图推翻战后国际新秩
序 的 政 策 ，都 不 可 能 得
逞。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着
各种各样的旗号，否定南
京大屠杀的存在，美化侵
略战争的历史，与世界和
平、人类良知、历史进步悖
逆而行。我国举行一系列

“国家公祭日”活动，并不
是要种下仇恨，延续仇恨，
而是要让人们记住战争与
苦难，保持对苦难的痛感，
更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
绝不让苦难重演。

远离野蛮，远离战争，
呼唤文明，呼唤和平——
这是死者对生者的告慰，
也是生者对后来者的承
诺。走进新时代的今天，
再次“以国之名”悼念遇难
同胞，表达中国人民控诉
战争、昭示和平的国家意
愿，这是以铭记历史灾难
为基础的和平意愿，这也
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意
愿。往事并不如烟，我们
以各种方式开展“国家公
祭日”活动，就是让历史告
诉未来。只有使我们的国
家强大、民族强大，才能够
屹立于世界之林，才能够
制止不义的侵略战争。

今日评论 关键词 抓娃娃机

抓娃娃机：“抓空”还是“抓瞎”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在郑州一些大型商场，到处可
见“抓娃娃”的机器，里面堆放着大小
形态各一的毛绒玩具，有人心血来潮
时，便会驻足上前玩上几把，不亦乐
乎。最近一段时间，手机软件里突然
涌现出多个“线上抓娃娃”的APP，迅
速蹿红网络，因注册后不受时间、场
地等限制，就可以随时随地“抓娃
娃”。《大河报》记者在手机商城输入

“抓娃娃”关键词，显示有“欢乐抓娃
娃、快趣抓娃娃、好抓抓娃娃、天天抓
娃娃”等数十个“抓娃娃”软件，最高
的下载次数竟达35万。（详细报道请
看今日本报AⅠ·07版）

如果评选时下最流行的单机游
戏，“抓娃娃”机当仁不让会占据一席
之地——这个带有暧昧赌博色彩的
小游戏，正在以每年几十万台的增长
速度，迅速占领大小城市的消费场
所，诸多城市的新建影院、商业综合
体，甚至是地铁站，都成为“抓娃娃”
机经营者们激烈争抢的点位。虽然

“抓娃娃”机结构简单、其貌不扬，但
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利行业，因
为设备成本只有千元左右，因此可以
迅速而且轻松地收回成本。“抓娃娃”
机上世纪70年代起步于日本，90年
代进入中国，在目前所有无人设备

中，市场存量最大，利润也最为可观
——有业内人士推算，总体机器数
量在150万-200万台左右，以每台
机器每年获利3万元来计算，每年的
总市场规模大约600亿元。

相比起线下经营，线上“抓娃娃”
机的优势更加明显，省去了店铺租金
与人员开支之后，其利润显得更加可
观。因此，线上“抓娃娃”机一经出
现，相关APP立刻风起云涌。所谓
线上“抓娃娃”，其实不如说直播“抓
娃娃”更为贴切，因为“抓娃娃”机依
然存在，不过是借助直播和物联网来
还原抓娃娃的场景。不过，无论是在
线上还是线下，想要成功抓取娃娃都
是一样的困难，其中奥秘在于，“抓娃
娃”机的成功率可以人为控制。有经
销商曾揭秘：“抓娃娃”机平均每抓
20-30次会有一次强力抓取，经营者
只要调整概率和电压就可以任意控
制抓取成功率。实际上，类似的揭秘
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各种抱怨吐槽
也比比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此
欲罢不能？

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概率分析的
数学问题，而是一个烧脑的心理问题
——越是成功率低，越容易满足人
们对成功的渴望以及满足，看似微不
足道的投入，也很容易激起人们“赌
一把”的兴趣。相比起个人享受抓到

娃娃那一刻的成就感，有女朋友在场
时，更容易激发男青年的“斗志”。一
个毛绒玩具的成本寥寥无几，为此付
出的代价却颇为不菲，一般人眼中这
样的交易无疑很不划算，但在热衷于
此的年轻人看来，享受成功的乐趣才
是他们真正想要“交易”的对象——
精明的商家显然也旨在于此。有法
律界人士表示，“抓娃娃”这种行为涉
嫌赌博。其实，这种罪名本身很难成
立，因为赌博的本质是以小博大，而

“抓娃娃”从开始就注定是“以大博
小”。因为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抓娃娃”机本身很难被立刻叫停。
面对形形色色的“抓娃娃”机，与

其奋力谴责，不如避而远之。偶尔试
试手气无伤大雅，但是倘若沉湎于
此，不免堕入魔道——暂且不论“抓
娃娃”机自身有多少成功率，即使练
就一身抓娃娃本领，要那么多毛绒玩
具又有什么用呢？其实，在“抓娃娃”
机的发源地日本，“抓娃娃”机已逐渐
转变为线下零售的一种新形态——
球鞋机、蛋糕机、螃蟹机、洋葱机……
只有想不到，没有抓不到。对于商家
来说，与其挖空心思调整抓娃娃的成
功率，不如将心思更多地用在丰富消
费体验上。毕竟，如果消费者总是

“抓空”，商家也不免“抓瞎”。

□张强 文 王成喜 图

据《钱江晚报》报道，一道小学
30以内加减法的题目，让会场200
多位校长、名师全军覆没，其中还
包括一些数学特级教师。这一幕，
发生在 12 月 11 日的一场研讨会
上。一位在场的数学老师很惊讶：
这样的题目如果作为考试内容，肯
定会有一大片学生做错。

这道数学题前不久曾在网上疯
传，被网友奉为“神题”。既然是神
题，当然没那么容易被解开，据说
这道题号称“99%的人都会做错”。
其实，神题之神，并不是计算有多
么复杂，只不过是在计算过程中设
置了重重陷阱，稍不留神就会误入
歧途。抛出这道神题的是一次研
讨会，而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童
心教育，让儿童真实地成长”。如
此层层设置障碍的神题，真的能让
儿童真实地成长吗？

其实，这样的命题方式，跟奥数
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一些西方国
家，奥数就是一个帮助中学生提升
对数学兴趣的组织。但在中国，奥
数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其实，国内

很多泰斗级数学家都对奥数表示过
反对，就连教育部也三令五申，但这
并不妨碍类似的神题不断涌现。

中小学阶段的数学教育是基础
教育，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它提
供给学生的应该是一种思维工具
和思维方法，而奥数神题教给学生
的更多的只是解题技巧。就拿这
道神题来说，只有做过类似题目的
孩子，才能掌握答题的技巧，没有
做过的孩子则是一头雾水。这样
的状况与奥数其实很相似，奥数的

题目越出越难、越出越偏，由于缺
乏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学生只得
大量、重复地去做更多的试题，试
图靠记忆力而不是靠能力去解决
问题。因此，国内数学界泰斗级人
物吴文俊院士曾痛心疾首地表示，
奥数是“害人，害数学”！

回到神题本身，偶尔做一两道
活跃一下思维，似乎也不是什么坏
事。但是，如果教育机构以炮制神
题为能事，甚至以此来招徕生意的
话，那就未免有些不够人道了。

少一些“神题”，多一些快乐

在国家公祭中凝聚人民力量

李云：南京大屠杀，四
十多天的杀戮，三十多万
同胞的死亡，无论你是从
教科书里获悉这段历史，
还是从影视剧里“目睹”这
一悲惨，历史的耻辱与血
泪永远铭刻在中华儿女的
心中。国家公祭日，血浓
于水的倾情释放，“勿忘国
耻”的责任铸成，追求和平
的强力鞭策，奋发作为的
时代使命。

《人民日报》曾刊发
《重温历史记忆，不忘砥砺
前行》文章指出：国家公
祭，意味着公祭活动将从
个体记忆、家庭记忆、城市
记忆，上升到国家记忆、民
族记忆、世界记忆。这正
是公祭日的历史意义，亦
是鞭策国家与民族未来的
奋进动力。“如果丧失对历
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
会在黑暗中迷失”。国家
公祭仪式，就是要让整个
中华民族铭记这一段历
史，让每个人的心灵不会
在黑暗中迷失。

国人公祭，铭记国耻，

不是为了培养仇恨，而是
牢记历史的教训，知耻而
后勇，决不让历史的悲剧
重演。斯宾诺莎的《伦理
学》中说，耻辱是从我们感
觉羞耻的行为产生的一种
痛苦。痛苦留下深刻的记
忆，痛苦催人奋进，痛苦令
你向往快乐。在复杂的国
际环境下，中国复兴之路
在中国人的脚下，审时度
势，汲取历史教训，汇聚当
代力量，必须进一步增强
危机感、紧迫感与责任感。

国家公祭贵在记忆犹
“新”，在国家公祭中凝聚
人民力量。新时代要有新
气 象 ，新 征 程 要 有 新 作
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
时代的主人，都是新征程
的行者，必须不负时代、不
辱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为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而奋力拼
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锐意进
取。

□然玉

《人民日报》12月11日报道，不
久前，明星鹿晗和关晓彤公布了恋
爱消息，粉丝沸腾。网上马上有商
家开始销售“鹿晗恋爱险”，每单保
费 11.11 元，承诺如鹿晗关晓彤一
年后仍保持恋爱关系，商家便支付
双倍金额，不少粉丝竟然投保。如
今，网络世界无所不包，“奇葩”险种
层出不穷：违章贴条险、熊孩子惹
祸险、扶老人被讹险、忘穿秋裤险、
美厨娘关爱险、肠胃险、痘痘险
……可是，对消费者来说，某些互
联网保险，其实并不保险。

“明星恋爱险”等奇葩险种，实

则根本算不上是保险。其中“明星
分手即赔偿”的关键条款约定，从
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场对赌游戏，这
完全与商业保险的保障属性毫不
沾边。不少人之所以愿意为此买
单，想必也只是出于粉丝情结或八
卦围观之心而已——如此这般，当
保险被玩成了博彩券，并且被买卖
双方包装在所谓“互联网保险”的
概念之下，便注定会造成某种市场
错觉、给消费者传递一些错误信
号。

近些年来互联网保险的快速发
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也应
该看到，各类奇葩险种频频出现的
背后，恰恰暴露了某些由来已久的

行业思维误区。比如说，保险产品
过度“场景化”。须知，并不是所有
的生活场景都适合设计专门的保
险并“嵌入”：网购运费险固然是绝
佳的创意，而“忘穿秋裤险”就显得
有些哗众取宠了；而除此以外，互
联网保险过于依赖所谓大数据工
具而轻视传统精算理论的倾向，也
同样需要被重新审视。

创新型互联网保险产品，至少
也得是真正的“商业保险”才是。
各式各样的奇葩险种，并没有让消
费者的生活变得更有保障，而只不
过在“积少成多”地非法敛财而已。
对此，既要有清醒的判断，更要有
足够的警惕。

互联网奇葩险种只是“对赌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