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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病毒要比细菌可怕得多？
医学专家：有4个原因

近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
展，假新闻也随情境变化衍生出新
的变种。其中，有旅游博主发现自
己的照片被移接成“广州女毒王”，
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也有营销号
被曝为吸引流量炮制数百篇“疫情
下的××太难了”雷同文章。假新
闻制造者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
信息不对称，贩卖、触发社会焦虑
和恐慌，给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负
面影响。

仔细分析疫情期间的假新闻，
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以受众情绪
为“杠杆”，通过触发情绪进行病毒
式传播，从而实现眼球经济背景下
的商业目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
利用传播学规律的做法，往往十分
有效。

首先，诉诸情绪能够减少受众
核实信息来源、质疑新闻真实性的
动力，客观上降低了假新闻传播的
成本和阻力。一些假新闻看似在陈
述“事实”，可是无论是在表达方式
还是内容选取上，都被嵌入了一种
观点倾向，也刻意挑动着某些特定
情绪。正如安妮·杜克在《对赌》一
书中所说：一些信念一旦被确立，就
很难去除。已经得到强化的情绪和
信念会使我们选择性接受新闻，而
较少去质疑证据的有效性。

比如，在郭某鹏等一些隐瞒接
触史的真实案例被报道后，公众已
经形成了对此类不负责行为的担
忧和愤怒情绪。此后不少“毒王”
假新闻与真假信息拼凑而成，迎合
和激发着此类情绪。

与平时相比，人们在疫情期间
的情绪本来就有较大波动。焦虑、
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很容易被不
法者利用和消费。社会上固然存
在少数不负责的疫情扩散行为，但
是，假新闻的炮制和传播将个例普
遍化，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和对立

情绪。
与此同时，随着受众越来越多

地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人们在
接受信息本身的同时，往往会伴有
社交“好友”转发时的评论，从而影
响了自身对新闻的独立判断力。
此时，受众很容易身陷“朋友圈幻
觉”之中，被较为同质化的群体性
情绪感染，降低对假新闻的警惕。

以情绪为“杠杆”的可怕之处
还在于：与专业平衡的新闻报道相
比，它们有时更容易激发受众转
发、评论的冲动，从而扩大了假新
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正如媒体
人周轶君所说：与平衡的声音相
比，反而是越偏激的声音跑得越
快，因为它会引起情绪，而社交媒
体的本质，就是传播一种情绪。数
据上的“好看”，也使“标题党”“假
新闻”显得有利可图，进而形成一
种恶性循环。

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会失望地
发现：假新闻就像是一种久治不愈
的“疑难杂症”，它会随着技术和平

台的变化而不断迭代，对它的治理
似乎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尽
管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假新闻对于
受众心理和情绪的利用机制却并
无大的差别。随着假新闻“骗术”
更加复杂和隐蔽，要想更有效地与
其斗智斗勇，就需要社会各方从其
制造和传播机制入手，合力应对。

一方面，要进一步压实平台责
任，灵活、及时地予以审核，建立事
实核查和辟谣平台，减少虚假消息
的误导。另一方面，也要依法严格
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假新
闻不因“制造成本”过低而泛滥。

面对假新闻制造者为人们“量
身定制”的情绪“病毒”，受众也有
必要加固自身的心理防线。尽管
要求受众事事都去核查并不现实，
但还是可以从识别典型的套路入
手，培养对各类新闻的合理质疑能
力。比如，在接收一条内容耸动、
引起强烈转发冲动的信息时，我们
不妨先问问自己：我的情绪是不是
被利用了？ （据《中国青年报》）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爆发流
行让人们再一次见识到了病毒
威力，病毒种类繁多，虽然目前
部分病毒已经被我们攻克，如
流感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但仍
有许多严重威胁我们健康的病
毒我们至今仍未找到对付的办
法，最著名的就是人免疫缺陷
病毒（HIV）。当今世界对人类
致病的微生物主要有细菌和病
毒，因此人们也总是喜欢拿两
者作比较，为什么病毒不像细
菌那样容易被杀灭？

病毒比细菌更难对付的 4
个原因：

1. 病毒结构简单
病毒不像细菌那样拥有完

整的细胞结构，病毒只有蛋白质
外壳和核酸，没有自己的代谢和
酶系统。对付细菌的抗菌药物
可以从干扰细菌细胞壁合成、破
坏细胞膜的完整性、抑制细菌蛋
白质合成和影响细菌核酸代谢
等方面发挥抗菌作用，所以抗菌
药物种类繁多。但抗病毒药物
能对付病毒的途径较少，因此也
使得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较
难研发，能有效杀灭病毒的抗病

毒药物少之又少。
2. 病毒伪装性强
3. 病毒容易变异
4. 病毒传播能力更强
病毒体积微小，许多病毒

都能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传
播能力极强，很容易引发大规
模流行，并且能够在人们之间
反复感染，如新冠病毒、SARS
病毒、流感病毒等，即使一个病
毒感染患者治愈了，如果没有
做好防控措施，很可能会二次
感染，这也是新冠病毒难以消
灭的原因之一。

目前对付病毒主要还是依
靠我们的免疫系统，因此提高
身体免疫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历次病毒造成的大规模流行，
最终都是人类战胜病毒，所以
对于这次的新冠病毒，虽然同
样难对付，但我们也要有胜利
的信心，目前武汉的新增新冠
肺炎病例已经是接近持续零增
长，同时近期我们国家的新冠
病毒疫苗研发出取得了一定进
展，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战胜病
毒的希望。

（据人民网）

你的情绪是不是被利用了

星子罗宝山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5000头
生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有关要求，现向社会公众就本项目环评
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项目名称：星子罗宝山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5000头生猪项目
建设地点：共青城市苏家垱乡香山村对门罗家
项目概况：项目占地面积约 70亩，建设内容包括栏舍、污水处理设施、办公楼等建筑物。

项目建成后可年存栏2000头成年猪，折合出栏成年猪5000头。
二、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的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星子罗宝山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共青城市苏家垱乡香山村对门罗家 联系人：潘总 电话：13813920207
环评单位：江西曼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东四路23号龙式大厦
联系人：曹工 电话：15350002210 邮箱：862611686@qq.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及公示期限：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本项目建设、环评工作内容有

宝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话、邮件、来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反映。
项目具体公示信息、全本环评报告及公众意见表的获取，详见网络公示平台（网址：http:

//www.js-eia.cn/）。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有效。

拍卖公告
南昌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4月25日10时至2020年4

月 26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南昌县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莲塘北大道 899号
鹿鼎o爱丁堡6栋102室。具体情况详见评估报告。
起拍价:1875899元，保证金：360000元，增价幅度：9000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20年 3月 26日
10时起至2020年4月24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
有意者请与本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三、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2020年4月22日17
时前与本院联系。

四、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京东网报名并缴纳保证金，本标
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拍卖余
款竞买人将拍卖余款在2020年5月3日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户名：南昌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南昌支行，账号：
1502230009024945234），拍卖未成交的，竞买人通过网络报
名缴纳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京东技术咨询电话：400-6229586
法院咨询电话：0791-85711350（周）
看房联系人：18720081529（范）

南昌县人民法院 2020年3月26日

拍租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4月15日15:

00 时在南城县水利局五楼会议室面向社会
举行拍租会。

一、拍租标的：南城县建昌镇盱江大道
269 号县水利局店面一间（原经营 OPPO 手
机店，北邻亨达钟表）二年期租赁使用权，建
筑面积约 21.45㎡，起租价：47616 元/第一
年，竞租保证金6000元。

二、展示咨询时间、地点：即日起接受展
示和咨询，有意竞租者可电话预约现场踏
勘，也可自行现场踏勘，咨询踏勘截止时间
为于2020年4月14日17:00时前。

三、报名方式及时间：持有效身份证复印
件 3 份、保证金银行进账回单办理报名登记
手续，报名时间截止至 2020 年 4 月 14 日 17:
00 时前。竞租保证金汇入：户名：江西东盛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3605 0185 0153 0000
0080；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抚州市分行青
云峰支行。

四、咨询电话：18679409210黄先生
联系地址：抚州市大公路 109 号原市外

贸局二楼
江西东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6日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2020] 年第 2 号

因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
不办理停业手续，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
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一个月，期满后，本局将依法
予以收回：

许可证号码：360104225585，企业名称(字号)：南昌鲜农
同城生鲜配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胡伟涛，经
营场所：南昌市青云谱区航空路83号昌南农产品物流中心
二期26号商铺101室。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烟草专卖局 2020年03月26日

公 示
申请人胡玉桂（丧偶）已申请青山

湖区罗家镇政府院 2栋 1单元 201室，
面积 91.52 平方米，不动产登记手续，
现特公告征询异议，如对产权有争议
者，应予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我单位
提交书面异议材料，凡到期未收到异
议材料的，本单位均以无异议论处，并
将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发证。

南昌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3月26日

成立公告
上饶市信州区思慧艺术培训中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61102MJD2787693，法定代表人：杨
素彬，地址：上饶市信州区万力时代商
场三楼，开办资金：拾万元，业务主管
单位：上饶市信州区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旅游局，发证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2023年5月31日。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烟草专卖局公告【2020】年第5号
因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理停业手续，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

定，现予以公告，请持证户到我局办理停业或歇业申请。公告期一个月，期满后，本局将依法予以收回。我局地址：江西省
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109号，联系电话：0791-86899227 0791-86898025。

许可证号码 企业名称（字号） 经营者/法定 经营地址
代表人（负责人）

360102125535 南昌市东湖区海峰超市 朱章红 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249号
360102125780 东湖区百佳超市店 罗银如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南昌大学医学院北院3#生活超市
360102125406 东湖区璟允便利店 韩丹丹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子固路291号
360102113155 江西存德堂药行有限公司 刘滤清 南昌市东湖区子固路168-1号
360102101024 翟杨食杂店 杨华梅 南昌市东湖区裘家厂7栋1单元1号
360102125461 南昌市东湖区聂氏烟酒店 陈莉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象山北路250号
360102125504 南昌市东湖区袁氏食杂店 李梅花 南昌市东湖区豫章美食城7栋7号店面
360102125434 东湖区容绒食杂店 龙艳红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章江路集贸市场11号铺位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烟草专卖局 2020年3月26日

减资公告
江 西 锐 克 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982723906703H)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减少至陆佰万元整，本公司债权人可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视为放弃。特
此公告。 江西锐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公 告
由我司承建的临川区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体系 PPP 项目垃圾转运站

三标段现已全部完工，相关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设备款等一切对外债务
均已结清。若有异议，自本报公告登报之日 15日内及时提出，逾期未提，
视为放弃。逾期责任自负。 电话：13879481072 18970900006

江西正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寻亲公告
王古亮，男，身份证号：362132197812154817；陈林秀，女，身份证号：

362132197912095922.两人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于都县下乡潭石村十二公
组8号，联系电话：15016896262，于2015年7月2日在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
大冚村附近的水库旁的草棚里捡一小孩，姓名：王俊伟，后由王古亮，陈林
秀抚养。请小孩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与江西省于
都县仙下派出所联系电话：07976371110。

江西省分宜县烟草专卖局案件处理公告
2020年03月18日分宜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会同邮管局等相关执法

人员，在分宜县北环东路华翔公交物流圆通快递公司网点流转处，依法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在 卷 烟 查 获 现 场 无 人 认 领 该 批 卷 烟（运 单 号 ：
YT4399060206865）。

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12号）第五
十八条予以公告。现要求上述卷烟当事人、货主自公告登报之日起 30日
内持个人身份证件或携带相关证明到本局接受调查处理，逾期不来，我局
将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作出处
理。特此公告。

本局地址：江西省分宜县开物大道278号，联系电话：0790-7103660
江西省分宜县烟草专卖局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