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天津2月11日电（记者周润
健）热闹非凡的元宵节即将到来，这是农
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看花
灯，赏圆月“一个都不能少”。天文专家表
示，今年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五
圆”，已连续三年（2017年、2018年和2019
年）如此。到了2020年，这一“纪录”将被
打破，这一年的元宵月是“十五的月亮十
六圆”。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赵之珩介绍，月亮圆缺变化一周为一个

“朔望月”，周期是29.5天，这个月中月亮
最圆（即满月）的那天称“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度

时，从地球上看，月亮与太阳处在正好相
对位置的时刻，才能看到圆月。但是，月
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最近
时有36万千米，最远时有40万千米，由于
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得快一些，远时
走得慢一些。由于月亮转动的“步伐”有
快有慢，因此每个月“望”的时间也有差
异，农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都有可
能，其中，以十五、十六这两种情况居多。

既然元宵月是“十五圆”，那么，什么
时候赏月最佳呢？“只要天气晴朗，可以选
择在 18 时 30 分以后，此时的月亮已经珠
圆玉润，皎洁明亮，分外迷人了。”赵之珩
说。

今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四川乐山大佛景
区岩壁被人为戳出孔洞的视频在网络上
热传。网友纷纷对游客不文明行为进行
谴责。10日，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针对网传视频进行辟谣，称孔洞为天
然形成，并非游客人为造成。

记者在网传视频中看到，这处被称
“人为戳出洞”的岩壁上布满了大小不等
的孔洞。视频中，有导游向游客介绍称，
这些孔洞都是游人用手指戳出来的，还有
多名游客用手指戳进小洞旋转，边戳边喊

“转运、转运”。
曾在去年9月到乐山大佛景区观光过

的张女士告诉记者，网传视频中的这块岩
壁位于景区入口通往景点的必经之路上，
长约5米左右，“当时有很多游客都伸手或

摸、或戳的触碰过岩壁”。
成都市民刘先生说，他在去年到乐山

大佛游玩时，导游也说可以摸这块岩壁，
但是却未提过上面的孔洞是人戳出来的。

2月10日上午，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针对网上流传的视频进行辟谣，称
岩壁上的孔洞系天然形成，并非游客人为造
成。

景区管委会还称，由于岩壁并非文
物，无相关法律法规禁止触摸。同时，游
客的触摸是否会导致岩壁风化加速也无
科学论证，因此管理难度较大。此外，每
年都会有大量导游带团进入景区，目前国
内并无相关禁止导游带团进入景区讲解
的规定，因此对导游的管理难度较大，只
能靠自律。

乐山景区岩壁被戳成蜂窝？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陈聪）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避免不了聚餐饮酒，
有人忙于聚会、暴饮暴食，打破了原先的
饮食规律，引起肠胃不适、躯体失衡，担心
是“节后综合征”找上了门。专家建议，如
果节后感到肠胃不适，不应盲目“断食”，
要注意饮食搭配、摄入适量。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
于康指出，“节后综合征”是一种过节后的
自然现象，不必过度担忧，更不能因此刻
意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流食，这样反而
可能会造成新的营养失衡。

于康说，虽然不应盲目“断食”，但在
吃的时候可以注意在饮食上做一些“微

调”。如果感到节后肠胃有饱胀感，可以在
节后只吃“七分饱”，即在每餐吃到有轻度
饥饿感的时候就要停止进餐，摄入日常食
量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即可。

此外，在营养搭配上要注意青菜、水果
的摄入和粗细搭配。于康说，节后的午餐和
晚餐都应保证充足的蔬菜摄入量，每餐也
应做到玉米、小米、燕麦、荞麦等粗粮的摄
入。

于康还介绍说，喝茶和山楂水也有助
给肠胃“减负”。节后喝茶对体内油脂的消
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喝山楂水可以帮
助改善消化不良的症状，同时还有助于控
制血脂。

“节后综合征”找上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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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前，杭州观成中学设计了一份特别
的调查表，在放寒假时以邮寄的形式送到全
校每一位家长手中，由家长和学生一同填写
完成后上交。

这是一份“年度育儿总结”，也是一份“年
度育儿账单”。

现在，这份调查有了结果。让人吃惊的
是，在杭州养育一名初中生，每个家庭的平均
支出竟高达88000元！

这份育儿账单问卷
一共分成27个小项

和支付宝年度账单比起来，记者收到的
这份年度育儿账单似乎对家长们来说，更有
借鉴意义。

这份“2018年育儿账单”，是杭州观成中
学的老师们设计的，在上学期结束时，以邮寄
的形式送到全校每一位家长手中，由家长和
学生一同填写完成后上交。

这并不是观成中学第一次在家长当中开展
育儿年终总结。上一年，该校推出的总结方式
是“家长期末成绩单”——成绩单上有10项考
察科目，包括家庭氛围是否和睦，对孩子的关心
程度、生活习惯培养等，等级评定由孩子填写，
为家长过去一年来的育儿工作作出评价。

这一年的调查，是在上一年基础上制订的，
将育儿项目进行了细化，用具体的数据说话。

记者仔细看了这份“2018年育儿账单”，
分为六个大项——学习类、生活类、休闲娱乐
类、亲子沟通类、家校联系类和陪伴类。每个
大项里都有若干个小项需要家长统计和填
写，包括补习班费用、书籍资料费、饮食费用、
旅游出行费用，其他的还包括：每周表扬/批
评孩子的次数，与孩子沟通的时间，陪伴孩子
写作业、阅读的时间等等，一共27个小项。

上培训班的费用
占去养孩子花销的大头

观成中学全校近千名学生，由此产生了
近千份初中版育儿年度账单，在各班班主任
协助下，记者随机抽取百余份账单进行统计，
得出一组杭州初中生一年花费的数据，供大
家参考。

在调查中，家长在初中阶段最大的一笔
育儿投入，是培训班，平均每年2.2万元，最高
的达每年6.25万元。但是，据老师讲，这还不
是最多的。

“据我所知，我们班上培训班费用超过5
万元的人，一只手肯定数不过来。最多的一
年要花20万元，但那位家长还没有把账单填
好发我，所以没有统计进去。但我认为，与其
在培训班花那么大的代价，还不如在校期间
认真听课，跟着老师的节奏学习，效果更好。”
班主任郑燕萍告诉记者。

我们找到了那位一年为孩子读培训班花
掉6.25万元的家长。之所以花费这么高，是
因为给孩子报了语文、数学和科学三门课的
补习班，每次 2 小时的课，费用是 500 元一
次。三门功课加起来，就要支付6万多元。

“其实我们压根不想给孩子补课，但是身
边的人都在补，如果我们不补，不就被落下了
吗？2019年已经把语文的培训班停掉了，只
补习数学和科学。”这位家长说。

另一位在孩子补习班上开销很大的家长
则坦言：“现在的初中生，一般多多少少都在
上各种大班、小班、一对一补习班，大环境如
此，而且孩子的成绩中等，上补习班至少能跟
上学习节奏，不上我们家长会焦虑。我们曾
和孩子沟通，少上一些补习班，但孩子觉得，
那些成绩好的同学都要上那么多补习班，他
不上的话就更落后了。在学习上，只要孩子
有需求，我们都愿意满足。”

在学习类开销中，平均一年用于兴趣爱
好的钱是7200元，最高的达到3万元；用于购
买书籍资料的平均费用为1600元。

生活类账单中，饮食平均费用为 17540
元；住宿（房租或购房）为21000元；交通费用
为2085元；还包括1303元的零用钱支出。

休闲娱乐类账单中，平均每个家庭每年
花掉 12607 元用于旅游，最高的一家花了
30000元；花在文化艺术上的钱为1710元；还
有828元用于网络娱乐。所有开销加起来，平
均一年高达8.8万元！

有人一周表扬孩子60次
有人一年带孩子看50场电影

一周夸奖孩子60次的家长表示，主要是

日常生活中随口夸两句，并不是刻意表扬。
譬如：做的真棒！表现不错，继续努力！这个
动作很帅！今天的作业完成得很整齐干净！
知道心疼妈妈了，会帮妈妈干活了，真是好孩
子……

“我觉得，孩子被表扬后会心情愉悦，干
劲更足，会更认真努力。”这位爱夸娃的家长
坦言，自己严肃批评孩子的次数不太多，除非
是作业质量完成不好、成绩落后，和长辈犟
嘴，用餐时点自己吃不完的食物。不过，这位
妈妈很骄傲，“也许是孩子真的长大了，过去
一整年一次都没挨过批评。”

在调查中，有位家长在过去一年带孩子
看了50场电影。现在初中生学业压力大，这
位家长是咋想的？通过班主任，我们联系上
了这位“佛系”家长。

她说：“电影是孩子的一项爱好，作为家
长，理应支持。而且平时课业比较繁忙，每周
六晚上带娃看场电影，也能放松下。我们看
的大部分是外国大片，顺便增强一下英语听
力，一举两得。初中生正值青春叛逆期，这也
是增加亲子沟通的机会。”

家长与孩子一起填账单
能增进沟通和理解

“育儿账单的推出是受到了支付宝年度

账单的启发，但支付宝只是钱财金额的统
计，我们涉及到的还有学生日常行为的统
计。”据观成中学老师介绍，这次账单中的
六大项，其中前三项由家长填写，后三项由
学生自己填写。“家长是学生的经济来源，
学生是育儿过程中的核心，我们觉得让家长
和孩子分别填写账单中的内容才能使账单数
据更准确。”

填写账单时，同学们认真地回忆过去一
年与家长的点滴，并凝结成一个个数字，落在
这份年账单上。“一开始孩子们拿到这个账单
时都有些惊讶，但没过一会儿又显得十分惊
喜。”许老师参与了此次年账单设计，孩子们
惊讶是因为他们发现，原来父母在自己身上
投入了那么多金钱和精力；惊喜则是因为这
份年账单让他们回忆起了2018年一整年的家
庭美好时光。

“这份账单不仅对孩子一整年的表现做
了梳理，并让他们明白家长为自己付出的心
血，有所感恩，也帮家长们算了一本‘账’，从
中了解了孩子在教育上的一些需求，以及家
庭教育上的优势与不足。”观成中学校长李洁
表示，不少学生会因为期末考试而与家长产
生一些不愉快，希望这份年账单让学生和家
长更好地沟通，彼此理解，减轻压力。

据《钱江晚报》

养一名初中生一年要花8.8万元
本报综合消息 山东莘县公安局的

一条警情通报近几日意外走红。通报对
2月9日发生的“莘县燕塔一青年男子坠
落身亡”一事进行说明，通报人性化的行
文劝大家“自珍自重”。

通报发布后，获得众多网友点赞。10
日，记者从撰写通报的莘县公安局宣传科
室了解到，“另类”行文是“希望大家看到
通报能够体谅他家人的感受，不再传播血
腥视频，不再恶意揣测死因”。

警情通报人性化警情通报人性化

2月9日，山东莘县公安局通过官方
微信，通报了“莘县燕塔一青年男子坠落
身亡”事件。

通报称，该局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
有一青年男子从燕塔坠落。接警后，经图
侦、技术等有关警种对现场进行封锁和
勘察，调取监控和调查走访现场证人，已
确定系个人自杀行为。

一改多数通报就事论事的文风，该
通报还这样写道：

“今天（2月9日）是正月初五，正是
新春向好。可是，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
从眼前殒落，大好的年华就这样提早结
束，让人不禁扼腕叹息。生命不易，一路
前行，且行且珍惜。父母渐老，羔羊跪乳，
须报养育恩。生活中或有这样那样的困
顿挫折，情绪也会有高低起伏，但我们每
个人都是在生命的旅程中，奋力跋涉，负
重前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哪怕面临
绝境，只要咬紧牙关，坚持坚持再坚持，
也许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

最后，警方在通报中提到：“没有经
历过，谁也无法体会死者家人的沉痛心
情。不诽议，不传播，是对死者的尊重，也
是对其家人的安抚和保护。请勿再传播
相关视频，让逝者安息，生者在悲痛中生
活逐渐回归平静。”

一天阅读数超一天阅读数超1010万万

通报发布后引发关注，一天之内阅
读数已超过10万次。不少网友有感于通
报中的提醒内容，为年轻生命的逝去痛
心和惋惜。

撰写这份通报的莘县公安局宣传科
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报发布后，他
们收获了很多暖心留言。“其实我们这样
写通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站在死者家属
的角度、立场去考虑这个事情。”

负责人说，坠亡男子今年 21 岁，警
方了解到，其是因家庭原因选择轻生。

“男子坠落的地点是我们当地的一处广
场，（男子坠落后）网上出现了不少传播
血腥场面、擅自推测事发原因的文章、视
频。孩子轻生，家里人都很难过，但是网
上有人说这说那的，死者家属心理上接
受不了。”

莫让血腥视频传播莫让血腥视频传播

负责人介绍，事发后，当地网友曾广
泛传播男子跳塔瞬间的一段监控视频，
并推测男青年非自杀。

“我们就在通报的基础上，通过留言
进行了辟谣和提醒。”警方表示，就此事有
个别网友存有两个疑问：一是，质疑为什
么警方要提醒大家自行删除视频。警方解
释，现场画面血腥，观后容易引起不适，并
且死者是莘县本地人，家属看了以后容易
反复激动。二是，网友指出，跳塔现场视频
截图地上有一块疑似血迹的斑块。经刑事
勘验那是一块新补的地板漆，因照射角度
不同，所以看起来那里好像是湿了一块
儿。警方在现场并未发现血迹，此外，当事
人跳塔时，现场只有他本人。

另外，负责人也透露，他们在通报中
写到“要对自己负责，对父母家人负责”
这些话，也是抱着推己及人的心态，希望
可以提醒大家以此为鉴，珍惜眼前的生
活和家人。

小伙坠楼

警方释疑为何删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