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台禁止教师收礼的规
定无可厚非，但家长们也该反
思了。有些家长一贯的做法，
觉得送了红包，老师肯定对自
己的孩子更关照。老师不收，
心便不安，无形中助长了这种
歪风邪气。”9月 2日，大河网网
友“悠然钓者”这样发帖留言。

随着教师节的临近，“严禁
教师收礼”成为网友热议的话
题之一。教育部 7月份就出台
了“6条禁令”，省教育厅 8月份
也划出红线禁区，严禁教师收
礼。网友们认为，针对校园里
的歪风邪气就该严厉打击，教
师们一定要洁身自好，家长们
也该严于律己。焦点网谈记者
采访了老师、家长和大学教授，
了解他们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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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条禁令”、红线禁区等严禁教师收礼，网友建议家长——

正常沟通才是正“礼”
□本报记者 贺心群 王 佳

网聚观点

“郑州某小区楼后的市政规划绿地一夜间被推平，变成了 4S
店的停车场！这也太可恶了，究竟哪家 4S店这么大胆，公然损毁
市政绿地，令‘绿城’之名蒙羞？”8月 31日，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

“茄红素”愤怒地说。网友“高琳爱吃芒果”的帖图显示，原本的绿
地现在已经“寸草不生”，成了标准的停车场，一辆辆白色轿车正整
齐地停放在场内。此事引来网友一致声讨。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jianai001”：一个 4S店都敢公然毁坏市
政绿地，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应该深究！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深深深深白”：记得多年前的郑州，遍地
绿茵，绝不负“绿城”之名。可现在呢？都是被这些损人利己的人
给蚕食了。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解除警戒”：不只是这一块公众绿地被
占用，汽配大世界那里不就有一块吗？曾经规划的公园，现在也没
见公园的影儿，也不知道公园在哪儿。既然规划了民生项目，为什
么不早点建设，避免夜长梦多呢？

大河网网友“非常同意”：每年
过节都热闹，一边送礼一边吵。今
年禁令一道道，老师心静家长焦。
真是过节如过“劫”啊！

大河网网友“神手无敌”：送礼
本来就是家长和教师两方面的事，
但一纸禁令下来，好像把板子都打
在了教师身上。索贿的教师毕竟是
少数，出现就举报，肯定能刹住！但
如果家长的心态不变，那真的就不
好说了。摆正心态，今年过节不送
礼！看看孩子头顶的天会不会塌下
来！

大河网网友“中原梦”：有多少
礼物是家长们再三坚持才送去的？
甚至有的教师因为拒不收礼被家长
们责怪不近人情。教师们固然要洁
身自好，但家长们是不是也该严于
律己呢？

大河网网友“美不美管他哩”：
说实话，家长给老师送礼，无非是
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但
把教育好孩子完全寄托到老师身
上，既有推责之嫌，也不切合实际，
更助长功利思想。又是一年教师
节，孩子们一句美好的祝福、一条
温馨的彩信，都可表达对老师的敬
爱之情；家长配合老师促进孩子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是对
老师工作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也是
老师希望看到的最好“礼物”；教师
更应恪守“师德底线”，端正职业态
度和理想，才能真正成为“师之典
范，德之楷模”，最终赢得孩子、家
长和社会的尊重！

大河网网友“今生为我还”：我
就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我觉得只要
平时多支持老师工作，遇到问题多
和老师沟通就行了。不管是教师，
也不管是家长，如果大家齐心协力，
抵制诱惑，我们的社会自然会风清
气正。

摆正心态不送礼
看看天会不会塌下来

教师：
拒收了礼物，纠结了一晚

“学校在教师收受礼物这方面一直要求比较严，开会
时经常强调，每年都让老师签订责任书。”9月 2日，郑州
市 96中学马老师告诉焦点网谈记者，她已经从教 14年，
还担任着班主任，也遇到过家长送礼的，但从来不接受，
直接让他们拿回去。她表示，家长和老师对待孩子的心
情是一样的，家长即使是真心实意表达对老师的谢意，也
不必用物质的形式来表示。

“一位同事今天早上还跟我诉苦，说昨天晚上一位学
生家长找到了她，她跟家长介绍了学生的具体情况之后，
坚持让那位家长把东西拿回去了。为此，年轻的她纠结
得一晚上没睡好觉。”马老师笑着告诉记者，她用经验安
慰同事，没必要纠结，马上跟家长打电话，再次告诉他不
是我们教师不近人情，而是这种做法不合适，也真的没这
个必要，老师肯定会尽全力照顾好每个孩子。打过电话
后，同事才如释重负。

家长：
别人是不是都送了？纠结！

张女士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身边的朋友这几天
都在讨论给不给老师送礼的话题。9 月 2 日，她告诉记
者，每到这个节日自己都很纠结。自己明白，孩子聪明乖
巧自然讨人喜欢，即使不送礼老师也会关注。可每年跟
自己关系好的家长及朋友都在送，我们不送，孩子会不会
被老师另眼相看？纠结过后，她选择了“跟风”。但意义
不大，老师并没有“特别”照顾孩子。

而李女士的做法就大不相同，她从没跟老师送过礼，
但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令她十分满意。“如果想让老师关注
你的孩子，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家长多跟老师联系与沟
通，如果家长给老师打电话，或者当面询问孩子的情况，
老师都不知道你孩子是谁，怎么回答？他们自然而然就
会去了解学生的信息。”李女士说：“送礼只会让老师和
家长都尴尬，对孩子的影响也不会好。”

教授：
家长大可不必有送礼压力

如何从社会学角度解释教师节家长送礼这一现象
呢？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丰韶 9月 2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家长送不送礼，关键在于家长的心
态，而纠结则来自外界的无形压力。

他说，这些无形压力来自家长的三个方面的判断。
一是其他家长送礼的集体行为压力。不少家长觉得别人
都送了，自己不送就会显得自己不懂人情世故。而到底
情况如何，也只是通过身边亲戚朋友、同事的行为进行判
断。二是不确定“不送”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的风险心
态。不少家长认为，“不送”的话，老师会对孩子不尽心尽
责，自己无法确定“不送礼”的后果到底是什么，为了求得
稳妥，大多数人会选择“送”。三是对老师品行怀疑的不
信任心态。教师在社会中的负面形象，让不少学生家长
的怀疑心态投射在老师身上。

他同时表示，其实，家长这些所谓的压力都是没有必
要的。要信任老师和孩子，多跟老师沟通交流，以一颗平
常心去看待孩子的学校教育。要从社会大局出发，按规
矩办事，千万不要把一些社会陋习带进校园里。

最近，河南方言歌曲《摩的摩的》
火了！

这首包含着摩的、求职大学生、公
交车、河南方言、胡辣汤等生活元素的
网络“神曲”，一经推出便引起强烈反
响。网友在为本土“草根”文化的发展
叫好的同时也提出异议：这首歌所表
现的内容略显消极。“草根”文化需要
更能深入人心，更应传递向上向善的
力量，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草根”文化
如何更能“走心”呢？9月 3日，焦点网
谈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刘英
基。

河南文化“草根元素”
充实了网络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前程无
忧”：“草根元素”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它诙谐幽默，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用本地方言，更容易打动人
心，其意义非比寻常。

大河网网友“苏格拉没有底”：必
须赞一个，正是有了这些“草根”的不
懈努力，才有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作
品，这些熟悉的元素充实了网络，让咱
河南网友过足了瘾，简直是街知巷闻、

脍炙人口啊！
@乔叁的饼子铺：“大众”的才是

“艺术”的，任何艺术都必须源于生
活。河南“神曲”之所以传唱度高，也
正因如此。希望越来越多的“草根”元
素融入河南文化，让这种“潮”而不俗
的艺术形式，走向全国。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简单生
活”：希望这样充满草根情怀，有着浓
浓河南味道的作品越来越多。

草根文化更应“走心”
大河网网友“天亮说晚安”：《摩的

摩的》的表现形式我很喜欢，但最后的
结尾我有意见，这样拍岂不是鼓励下岗
职工都去跑“摩的”，甚至“带着梦想一
直骑下去”？感觉这主题不太靠谱啊。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野原向日
葵”：“草根”文化的优势是更容易被老
百姓所接受，讲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事，“摩的”现在已经成了“郑州一
景”，要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人群，会
不会更好？

@郑在Happy：从娱乐角度来看
这神曲不错。但“草根”文化，更应传
递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揭露社会现象
虽好，但如果能够在诙谐幽默之外，融

入一些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的内容，就
更完美了。

大河网网友“张小绿”：以前大河
网网友拍的《扶得起》、交警部门拍的

《白搁这儿乱了》，都是既有草根味儿，
又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河南“神曲”
要不光走形，更要走心！

记者连线

正确疏导，让“草根”文
化充满正能量

9月 3日，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刘英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草根”艺术更能贴
近群众，反映现实生活，是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但他们往往对社会
正能量的理解不足，有的作品中反映
的问题趋于悲观。所以，有关部门要
主动进行“疏导”，一方面营造积极向
上的社会大环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让更多“草根”艺术家理解社
会正能量的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宣
扬迷信、暴力的“草根”作品进行封杀，
对宣传社会正能量，有教育警醒意义
的作品进行推广。

网事聚焦

河南方言“神曲”频频蹿红网络，网友建议——

只有向上向善，“神曲”才能唱得更响
□本报记者 亢 楠

“看这台车拉着液化气罐，在走街串巷卖气，担心之余不
禁心生纳闷：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哪里？非要等它‘响’了才引
起大家的重视吗？”9月 1日，网友“ppm”在大河论坛“名城许
昌”板块发帖呼吁，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大河网网友“魏都神韵”：液化气罐爆炸的威力太可怕了，
何况是一车挤了好几个呢。表面上是送货上门方便了客户，
罐装过程中的安全措施有吗？谁来监管？

大河网网友“伏牛山上草”：现在送气下乡的还不少，都是
这个样子的，还装有小喇叭。有的农村道路坑坑洼洼，一堆气
罐在车上磕磕碰碰，真担心会“碰”出什么“动静”来。再说了，
一些人行为太随便，随时随地爱叼个烟卷，太可怕了。一听到
这样的吆喝声就提心吊胆。确实该管管了！

大河网网友“我爱城市”：这样卖气是不允许的，运载这样
的危险化学物品，必须得有资格证才中。遇上这种事情就应
该马上报警，让警察来处理潜在险情，警民结合才能更好地维
护我们的安全。

网友吐槽走街串巷的液化气罐装车

非要“碰”出“动静”才管吗
□本报记者 王 佳

记者连线

小学环境差师资力量薄弱
驻马店市平舆县教体局称9月起改造

大河网网友“一面红旗”：我们是平舆县双庙张付楼的村民，
我们村小学近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校园杂草丛生，环境极差，操
场至今还是土和草的天下。学校一百多人，老师都是快退休的
人，每次从县里来的老师都留不住，条件太差了，学生的教育怎
能保证？

民声回复：平舆县教育体育局回复称，双庙乡张付楼小学系小
学教学点，按照有关规定，该校教师缺编 3人。今年，该县招聘特
岗教师 260人，计划分配到张付楼小学 3人。目前，全县特岗教师
正在进行岗前培训，秋季开学后即将上岗投入工作。同时，该县规
划利用薄弱学校改造等项目资金，拟在张付楼小学硬化主干路和
校园路面。目前，项目资金已经到位，预计 9月上旬开始施工，10
月底建成投入使用。

农民工施工中受伤遭遇维权难
漯河市郾城区政府称已协调双方达成协议

大河网网友“daherenjia08”：河南豫通盛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承包了漯河市郾城区交通局的相关工程，我在参与该工程修建
冉庄村至辛店镇路段的施工过程中，脚被搅拌机砸伤，最终导致五
个脚趾被截肢。根据劳动法规定，该情况属于工伤，但是河南豫通
盛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拒不按照工伤标准赔偿。

民声回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该安全事故
发生后，郾城区交通运输局协调双方处理此事，并责成施工单位对
当事人进行及时治疗和安抚，但施工方与当事人就赔付问题一直
未达成一致。此后当事方将该事件向郾城区劳动部门申请了劳动
仲裁，劳动仲裁的结果双方均不接受。在此期间，区交通运输部门
积极与双方进行沟通，最终于今年 8月份达成《工伤一次性赔偿协
议》，双方签字后已生效。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微信圈

规划好的公共绿地咋能说推就推？
□本报记者 张 磊

教 师 们 在 师 德 教 育 活 动 中
签字。 （资料图片）

夏季，不少人使用风扇纳凉，颅脑科专家提醒，风扇
不能直接对着头颈部吹，否则，头皮温度下降，引起脑血
管收缩，脑血流减少，对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严
重时可诱发中风。中风后易形成老年痴呆症。白云山和
黄中药在对名优产品复方丹参片的二次开发中，通过广
泛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试验，发现并证实了此药能多途径
延缓脑衰老，改善老年期患者记忆和认知功能，具有防治
老年期（血管性）痴呆症、抗脑衰等功能，完成了Ⅱ期临床
研究，申报了防治老年痴呆药物组合发明专利两项，其中
一项已获得专利授权（专利号：ZL200310112427.2）；同时
采用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使十种丹参有效成分合理配
比，疗效更加确切。

专家建议，平时小剂量服用一些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对
预防中风急性发作和老年痴呆症很有帮助，而预防成本每
天不到 1.50 元。目前，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年销量达 80 亿
片，稳居同类产品前列。

白云山和黄中药在全国推出 6600 家“永不过期”的药
店，凡购买白云山中药均可以旧换新。白云山复方丹参片
利用全国首家采用 GAP 基地生产“绿色中药”和国际“指纹
图谱”技术制造，请各位消费者留心外包装上的这两个专
利标识。

风扇对头吹 容易患中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