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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被传谣言已屡见不鲜，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或多或
少被传过谣言，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谣言难免
给普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对此，记者展开调查，发现年轻人应对谣言的方式
多种多样，有的消极沉默，有的冲动暴躁，也有的冷静
对待，用能力和事实来打破谣言……

家庭 被传出轨、离婚；被传家人重病、家道中落等。
个人 被传私生活混乱；被传绯闻；被传是富二代；被传
有隐性疾病等。
职场 被传与领导有裙带关系；被传要离职跳槽；被传手
脚不干净、被包养等。

本报记者 蔡铭越 见习记者 倪书喆

谣言分类

被谣传是小偷
独来独往成习惯
还把我孤立了。
”
没过多久，班级里的同学也开始议论
小杜“偷东西”这件事，并慢慢疏远她，
她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清者自
清，无所谓了。
“后来有一天，另一个室友发现，她
们丢的东西，都在诬陷我的那个室友的
衣柜里。事情发生后，大家对我的看法
可能有所改变吧，但谣言已经传开了，
有的人还是会对我指指点点，所以我总
独来独往，没什么朋友。”小杜说，谣言
遮蔽了大家的眼睛，也绑架了她的大学
生活，但愿大学毕业后，一切会越来越
好。

松陵姑娘小殷在南京上大学时，一次她叔叔到南京办
事，顺道来学校看她。因为叔叔开的是一辆上百万元的奔驰
车，所以他在校门口接小殷时，引来了好几个同学的围观。
“可能是我叔叔长得比较年轻吧，有人拍了照片，小范围
地传我被包养了。我觉得很可笑，也没当回事，谣言止于智
者。”小殷说，没想到，后来有一次她有急事，晚上没回宿
舍，事后才请的假，就有人传她因为被包养，所以晚上才没
回宿舍睡觉。
“感觉像是偶像剧里的剧情，现在的人怎么这么无聊，传
这种谣言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后来才知道，是同班同学
传出去的，我直接把一张有我和叔叔的家庭合影发在了朋友
圈，辟了谣。
”小殷说。
在同里工作的青年大姚也遇到过让他觉得很无语的谣
言。在大学里，大姚因为打架进过派出所，一度成为“风云
人物”
。毕业后，有一次他作为目击者去派出所做了笔录，结
果同学间传出了他进监狱的谣言。
“可能是我之前的名声不大好吧，但我那阶段经常在社交
软件上发动态，所以我进监狱的谣言不攻自破。
”大姚说。
在吴江开发区一家企业工作的小秦，刚进公司时，有谣
言传他是总经理的侄子，同事们有的疏远他，有的巴结他，
一时间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是在招聘会上填了表格，通过面试进公司的，我想只
要我凭实力、拿业绩说话，这样的谣言就会失去意义了。”小
秦说。

专家解读

提高自身判断能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薛晟分析，谣言的传播反映了社会
的普遍焦虑性，如今，网络的传播优势被谣言制造者“相
中”
，成为其传播谣言的主战场。谣言的制造者正是利用了一
些人的好奇、恐慌、从众等心理，以及心理定势，将谣言大
肆展开，从而博人眼球、引起关注，寻找存在感。
信息爆炸是造成认知鸿沟的重要原因。在信息时代，与
制造谣言相比，分辨谣言往往需要民众具备很多科学常识和
社会知识。
“人们获悉一些消息，不明真相、不知道前因后果时，就
要谨慎了。社会推崇积极心理学，鼓励民众看到事情的正确
面，民众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修养，明辨是非，不成为
谣言的传播者。
”薛晟说。

——

吴江籍大学生小杜是一个喜欢独来
独往的人，这与她大一时，被谣传手脚
不干净的经历有关。
“我可能还是没走出来，很害怕别
人的窃窃私语和异样的目光。”小杜说。
小杜回忆，大一时，有段时间宿舍
里一直丢东西，大多是刚拿回来还没有
拆 开 的包裹。“我 的一 个 室 友跟大 家
说，东西是我偷的。我性格内向，说不
过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所
以就保持沉默，一直没有去争论和辩
解。”小杜说，
“可能因为我家境不是很
好，而她光鲜亮丽，长相乖巧，大家就
都很相信她。尤其是同一宿舍的同学，

在艺人被传谣已屡见不鲜的今天，我们普通人也或多或少被传过谣言，对此，记者展开调查

因该事件越演越烈，那英工作室作出回应并辟谣。公众

谣言止于智者
用事实和实力说话

你被传过谣言吗？

前段时间，歌坛天后那英被传患病成“植物人”，

给个机会？
冷酷到底？

娱乐圈总是不缺话题。前
几天，北京警方通报，陈某
（男，43 岁，歌手） 因涉毒被
抓获。
警方透露的信息，让网友
基本确认涉毒歌手姓甚名谁。
而可笑的是，在警方发出通报
前两三个小时，涉毒歌手所在
公司还发了声明，强烈谴责关
于陈某涉毒的“谣言”
，并保留
追责权利。
最近几年，艺人涉毒案件
频频发生。其中，
既有面孔相对
陌生、知名度相对较小的，也有
拍了不少好片、唱了不少好歌，
或是拥有大量粉丝的知名艺人。
对于涉毒艺人，2016 年上
海出台相关规定，广播影视、
文艺团体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
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的人员
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不予播
出其参与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
广
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
节目。2017 年山东出台《山东省
禁毒条例》，
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地方上有法规，网络上也
有声音。有人觉得知错能改还
是好孩子，应该给涉毒艺人一
个机会；
也有人认为对待涉毒艺
人应该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如果
给涉毒艺人一个机会，
那谁来给
牺牲的缉毒警察一个机会？
那么，对待涉毒艺人，你
是怎么看的？给个机会，还是
像陈某在歌里唱的一样，冷酷
到底？一起来聊聊吧。
（徐海军）
@快乐风男：
这个东西戒不了的！我家
一个亲戚开矿的，儿子吸毒十
几年，几次进戒毒所了，出来
又吸，后来又过失杀人入狱，
家里各种赔钱，最后矿都没
了，毒品真的太可怕了！

被谣传是富二代
虚荣心爆棚后自我反省
家住花港的阿良今年 25 岁，毕业
后，他找了份月薪 4000 多元的稳定工
作。
一次，阿良心血来潮，花 2000 多
元买了块山寨的手表。在不久后的朋友
聚会上，有朋友惊呼，
“阿良你好有钱，
这
个手表要 6 万元了吧？
你富二代啊！”
阿良听后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没有
否认。于是，阿良是富二代的消息就传
开了。
“我以为不会暴露，就虚荣心爆
发，陆续花低价买了山寨的皮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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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好好‘炫富’了一阵。”阿良说，后
来老婆告诉他，他买假货的事情，朋友们
一开始就知道，还在背后议论他，并故意
传播他是“富二代”的消息。
如今，当朋友喊他“富二代”，让他
请客时，阿良觉得既羞愧又愤怒。
“我自己是不对，但作为朋友，四处
传播我是‘富二代’的谣言，就很过分
了。现在想想，自己也是蠢，朋友之间知
根知底，谁家里有钱没钱都是有数的。”
阿良反思说，以后他会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给谣言可乘之机。

@儿童劫：
无法原谅，因为毒品背
后，是无数被贩毒者凌虐的缉
毒警察，以及缉毒警察的鲜血
和生命。
@菊花残：
可以重新做人，但是吸毒
艺人不可原谅。
@无厘头：
戒个烟都难，更何况戒毒！
@旧事前程：
一些明星在私生活与思想
行为没被曝光之前，总是非常
耀眼。不知道还有多少事没被
捅破呢！

那宝贵的半年
枕早
那是最疯狂的半年，后
悔的半年，宝贵的半年。
大三下学期，中文系的
课依旧排得满满当当。学年
论文、毕业设计，还有数不清
的课程论文，考研、考公……
焦头烂额。
不上晚自习，是我们学
校中文系的传统，但到了大
三下学期，大家都乖乖地用
书在自习室占了座位。
我不准备考研，也不想
考公务员，鬼使神差下，朋
友的朋友的好朋友给了我一
个实习机会，单位是一家刚
创立的品牌策划公司，我的
工作是做文案。
晚上 8 点半，我跟着大
部队从晚自习教室出来，
回宿舍。趁着笔记本电脑
开机的一分钟，我能洗一
把冷水脸。周一到周五，
晚自习结束后便是我的工
作时间。运气好时，到了
晚上 11 点半，我就能盖上
被子，进入梦乡。运气不
好的话，我得熬到凌晨三

四点。
计一套台卡，刚开始的 3 稿，
2017 年 5 月 4 日，又是一
我做得很用心，花了不少时
年的五四青年节，我永远记得
间，但设计稿都被餐厅负责人
那一天。那天上午 10 点，我 “枪毙”了。
有一节专业课，专业课的老师
做到第 7 稿时，宿舍挂钟
说过，上课迟到 3 次就考试不
的时针已经指向了“1”
。
合格，而在此之前，我已经被
老板其实人挺好，当时我
记了两次迟到。
觉得肚子很饿，眼皮重得像被
第二次从睡梦中醒来时， 灌了铅，她鼓励我坚持下去，
已经是 9 点 58 分了；10 点 10
一定要把台卡设计出来。
分，我站在教室门口时，甚至
“明天再做行不行？我真
有掉头就走的想法——反正已
的很累，而且好饿。”我在电
经没成绩了。
脑上敲下这样一段话，然后发
我还是走进了教室，专业
给了老板。
课老师说：“给你破了例，那
老板打了个电话给我，
软硬
对其他同学就是不公平。我知
兼施，说让我继续做下去，是为
道你在外面实习很辛苦，但这
了锻炼我的毅力，
又说她跟餐厅
不应该是你迟到的理由。”
负责人保证过，
明天一早一定要
那门专业课，我没过。每
把台卡设计稿交上去的。
次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会泛
“我真的做不动了。
”
起一点恨意，如果那天晚上老
在电话里，这句话我说了
板不让我设计那套台卡，我的
12 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
专业课就能及格了。
挂了电话后，又继续改起了台
虽说工作是做文案，但我
卡设计稿。
也会做一些整理材料、修图、
凌 晨 3 点 54 分 ， 我 完 成
平面设计的活。5 月 3 日晚
了第 16 稿。把设计稿发给老
上，我的任务是帮一家餐厅设
板后，我等了 3 分钟，没等到

回音，我便关了电脑，钻进了
被窝。
早上 8 点多，我被老板的
电话震醒。老板给了我好消
息，设计稿通过了。
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下，我
又睡了过去，直到 9 点 58 分我
第二次从睡梦中醒来。
现在，想起这件事时，尽
管心里会泛起一点恨意，但我
又感到十分庆幸，把挫折当作
历练，人才会迅速成长。
那半年，是我初入社会的
日子，被甲方逼着改 10 多遍设
计稿是常事、被公司总监教训
是常事、上课时被甲方一个电
话喊出教室是常事、不能及时
拿到工资也是常事……不过，
现在看来，只要熬过这些挫
折，什么事都不是事儿了。

@键盘侠：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首先就
得发挥好带头作用，要以身作
则。在如此高的关注度下吸毒，
只会带坏青少年，
而且吸毒本身
就是违法的，
希望能依法严惩。
@彼岸花：
有吸毒的钱，不如去做点
公益，行善积德。
@超级酷的我：
当明星被发现吸毒的时
候，我们第一时间是把目光放
在明星身上，
而警察的目光，可
能更多地是放在毒品来源上吧？

扫一扫，
“吴江青年”
微信公
众平台期待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