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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发展，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对人
们身体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当代大学生，他们的身体健康
状况对个人成长成才意义重
大。

去年，中国青年报社联合
丁香医生，在全国 40 余所高
校，随机选取不同城市、不同
年级的 12117 名大学生，采
用分层抽样和小组访谈相结
合的方法，调研了他们的健康
态度和生活方式。日前，这份
名为《2020中国大学生健康调
查》的报告正式出炉。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自己
整体的健康现状较为自信，且
对心理健康有意识地进行了
关注。皮肤、情绪、睡眠是目
前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健康问
题，完成学业是造成大学生心
理压力的主要原因。与此同
时，大学生已经逐步形成健康
意识，特别是对健康生活方式
特别关注。

对健康极自信
大学生健康问题是整个

社会都在关心的话题。有调
查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们似乎
完全不关注健康？

而当完成整个调查报告
后，这一主观的观点发生了改
变：大学生对健康抱有高期
待，他们日常生活中也会接触
到健康知识，希望改善自己的
生活状态。只是因为他们真
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健康，并且
在这点上，他们非常自信。

大学生的健康自评分，平
均在 7.4 分，半数以上甚至
打到 8 分以上高分。

而在大学生心目中，理想
中的健康指数是 8.9 分！比
他们的实际自评分高出 1.5
分。即使是这个社会最身强
力壮、精神旺盛的大学生们，
他们依然对健康有更高的期
待。

“生不生病”不是大学生
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他们更关
注那些与日常生活高度相关

的健康状态。在调研结果
中，86% 的大学生在过去一
年出现过健康困扰，其中有
3 个高频的健康问题：皮肤状
态不好、睡眠不足、情绪问题。

女生爱美，她们在外形和
颜值上的焦虑，普遍高于男
生。皮肤状态不好是女生最
大的健康困扰，半数以上都有
这个问题。

追求健康生活
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大学生并没有只是想想就算
了。2/3 的大学生采取过实
际行动改善生活状态，睡眠、
运动、饮食是他们最想所有改
善的三个地方。

其中，在饮食方面的变化
最为积极，运动次之，睡眠改
善则稍显不足。丰富的社交
生活和各种电子产品或成为
大学生早睡的障碍。

77% 的大学生表示，自
己在过去一年中都曾有过睡
眠困扰，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睡
眠不足。而睡眠不足有可能

会影响正常的学习，有 43%
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曾经在课
上睡着过。

还有人会尝试睡前泡脚
和喝牛奶，这种比较养生的诀
窍显然迎合了多数女大学生
的喜好。

营养不均衡是大学生饮
食最显著的问题，主要表现
是：食物种类不丰富，蔬菜水
果吃得少。同时，吃饭时间不
规律、爱吃零食、暴饮暴食等
不好的饮食习惯也在影响大
学生的健康。

相比运动和睡眠，改善饮
食习惯对大学生而言似乎更
易达成。

主动解决心理焦虑
大学生面临来自同龄人

更为激烈的竞争，以及进入社
会前的各种准备，这种竞争给
他们带来的压力是多方面的。

调查发现，近九成大学生
最近一年内都有过心理困
扰。其中，完成学业依旧是大
学生的主要压力，以大一和硕

博尤甚。
随着年级的增长，高年级

学生开始明显有了就业焦虑，
要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心
理上的困扰和纠结，尚达不到
必须求助于专业人士的地
步。但作为心理障碍近年来
越来越高发的特殊人群，大学
生群体依然需要对自身的心
理健康水平保持敏感。

当真的产生自己处理不
了的情绪状态时，可以第一时
间向校心理咨询中心、学院内
分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老
师，甚至校医院的专业医生寻
求帮助。

通过该报告不难发现，中
国大学生对自我健康很自信，
表现看他们较少主动关注健
康，其实是“无意识”参与了很
多健康养生行为。

1 月 7 日，今日头条发布
《2019今日头条年度数据报告》，
从用户搜索行为、阅读创作习
惯、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展现了通
用信息平台的价值。

随着创作和传播门槛的降
低，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头条
上表达和记录自我。数据显示，
2019年，头条创作者全年共发布
内容 4.5 亿条，累计获赞 90 亿
次。其中，有 1825 万人是首次
在头条上发布内容。

今日头条上线以来，围绕内
容体裁和分发方式两个维度不
断丰富，至今已衍生出图文、视
频、问答、微头条、专栏等多种内
容形式。报告基于2019年用户
行为数据，对多体裁内容的阅读
创作习惯进行了刻画。

数据显示，“国庆大阅兵”是
被搜索最多的关键词。不同年
龄段用户的搜索偏好也不尽相
同，90后更关注美食；80后更关
注放松娱乐；70 后搜索最多的
关键词是“天气预报三天”；60
后搜索最多的关键词是“退休养
老金计算公式”。

搜索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问答，同样是满足好奇心的方式
之一。报告指出，2019年头条上
产生的问答超过 1.5 亿个，有近
10 万个问题都得到了 100 条以
上的回答。

内容创作方面，优质内容在头条上得到
了激励和回报。2019年以来，创作者总收入
达到46亿元，有12万篇文章和1.4万名创作
者获得了今日头条青云计划奖励。

报告还首次公布了头条寻人、扶贫公益
等项目的最新进展，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信
息流动为用户带来的价值。通过基于地理
位置的精准信息推送技术，头条寻人累计弹
窗寻人线索 100434 次，截至 2019 年帮助
12000个家庭团圆。

贫困地区山货难卖的困境，也被信息流
动所打破。2019年，今日头条通过“山货上
头条”助农项目，吸引近55万名用户共同参
与消费扶贫，帮助114个国家级贫困县山货
走出大山。

感光计划则通过信息分发，以摄影公益
的方式帮助了9个大病群体，6个扶贫项目
和 1 个环保项目。该项目联合全国优秀摄
影师，用 1477 组图片故事讲述了大病家庭
的艰难治疗过程，联合公益组织为 1343 个
家庭募集爱心救助资金。

今日头条年度报告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有人因头条重拾写作信心，有人在
这里扩大了视野，也有家庭因为头条而团
圆，因信息普惠而摆脱贫困，获得帮助。未
来一年，头条仍会不断完善内容生态，提高
信息分发效率，用通用信息平台，帮助用户
看见更大的世界。 （利民）

1 月 10 日，为
期4天的2020年美
国拉斯维加斯消费
电子展(CES)闭幕。
展会吸引来自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 4500 家企业参
展。

虚拟现实技术
是展会的一大看
点，参观者争相体
验科技创造的虚拟
世界。在美国拉斯
维加斯举行的消费
电子展上，一名观
众体验基于虚拟现
实技术的游戏。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作为行业大展，每年一度的CES
（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几乎是
行业厂商们的一次新品狂欢。时处
产业寒冬，但 2020 年的 CES 依然热
闹非凡，全球超 4500 家厂商纷纷不
遗余力地展示最新的前沿技术和最
炫酷的产品。

有数据统计，作为每年 CES 上
的主力军，中国厂商及品牌自 2019
年开始就已占据总CES参展企业的
33%。此次的 2020 CES 展会，超过
千家的中国企业集体亮相，再次毫
不出意外地成为 CES 大展的主力
军。

不过，同比去年，中国厂商对
CES的热情似乎呈下降趋势。来自
CES 官方组委会的相关人士表示：

“从今年CES展出面积来看，中国展
商的面积虽然相比去年略有减少，但
大多数主要展商继续参展，其中有一
些展商的展位面积甚至还增大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基于中国公司
的发展以及他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
市场的运营一直是科技世界的热门
话题，且大展上庞大的中国访客和参
展商让 CES 受益匪浅，这些让中国

厂商在CES上一直广受关注。
今年的CES中国参展企业数大

约为 1100 家，2019 年中国厂商参展
数为1210 家，而2018 年达到历史最
高值，有 1551 家中国企业参展。仅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厂商对 CES 的
热情确实在减退，且趋势明显。

不可否认，CES是全球各大电子
产品企业发布产品信息和展示高科
技水平及倡导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2018 年之前中国科技企业一直
对 CES 趋之若鹜，通过这个平台发
布了大量的新产品，输出了中国智
慧。但CES大展的影响力在逐年下
降也是不争的事实，全球顶尖品牌及
厂商到场率明显下滑的趋势也呈不
可挽回之势。但即便如此，中国厂商
依然是CES大展绝对主力军。

来自全球名咨询公司 Future-
source Consulting的分析师认为，对中
国企业而言，CES是他们向全球展示能
力和先进技术的重要场合。很多企业
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将产品销往欧洲和
南美洲，而并不是非得销往美国市场。

“随着中国本土市场正在饱和，中国企

业在这些海外市场寻找商机。”
随着 2020 CES 大展拉开大幕，

虽然国内有很多头部企业缺席，但
华为、百度、联想、海尔等中国企业
皆 有 出 席 。 来 自 消 费 技 术 协 会
（CTA）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也显
示，今年 CES 跟 2019 年基本类似，
中国企业的整体展览空间将“略有
下降”，“中国仍然是国际消费电子
展的主要市场，许多中国公司都在
展会上展示自己的品牌，建立全球
合作伙伴关系。”

其实，前几年中国企业在 CES
上有点“用力过猛”，过多的亮相甚至
于让 CES 被戏称为“中国电子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
以“赶大集”的心态参展，“刷”一下存
在感并无助于企业提升海外影响
力。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厂商参展
CES确实在悄然“退潮”，但实际上，
参展企业数量减少的背后则是国内
厂商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一种外
在表现。

虽然，今年 CES 中国厂商参展
规模变小了，但中国企业仍是 CES
的主力军，亮点更是不能被忽视。

其实其实，，大学生们都在大学生们都在““无意识养生无意识养生””
□ 丁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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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厂商依然是CES主力军
大学生科技报记者 陈 杰

虚拟现实
闪耀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