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善孝为先；子欲养而亲不待。很多时
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我们没办法“常回
家看看”，忘记了家中的父母。

1 月 11 日，上海一民办学校举办“孝敬
文化节”，800 多名学生齐刷刷在父母面前下
拜磕头，学生和家长泪流满面（见右图）。这
则新闻引爆了网络上对于“孝道”的讨论。

教育学者叶开批评此举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糟粕，有媒体发表评论进行质疑，集体
跪拜是孝道还是“笑道”？对此，在 1 月 13 日
大河网大河论坛（bbs.dahe.cn）焦点网谈版
块开的讨论帖中，多数网友力挺此举：孝道
文化不是“笑道”，更不是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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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一女子到一家洗浴中心洗澡，在女浴室看到一
名 6 岁的男童，‘这么大了，还能进女澡堂吗？’说起当时的
情景，该女子很气愤。售票员称，妈妈带男童洗澡的现象
比较普遍，若男童身高超过 1 米，他们会提醒不要带入女
部，但有的人根本不听。你咋看？”1 月 14 日，焦点网谈官方
微信发布该消息后，引发网友对超过 3 岁以上男童该不该
去女性浴室的热议。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皇马7”：我认为儿童一般从 3
岁开始就有了性别意识。带小男孩进女浴室洗澡，会对孩
子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严重者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孩子
的性格发展。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一切靠自己”：现在大多孩子
都早熟，说不准孩子也尴尬。再说浴室是公共区域，应尊
重他人。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日光倾城”：洗浴中心也有责
任，制度不严。建议家长尽量
避免带异性孩子到澡堂洗澡。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
“小猫咪”：这样的行为不文
明，记得去年实施的《河南省
沐浴业经营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规定，沐浴场所入口醒目位
置，应当设禁止 3 周岁以上儿
童进入异性浴区的标识，经营
者有提示、管理的责任。

带男童去女性浴室，尴尬了谁？
□本报记者 张 磊

本期焦点

大河网评

“午休费”让义务教育变味
□刘正猛

岳阳市第一中学向学生收取了一笔“午休费”，学生都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回到教室午睡，每天收取 1 元。被问
到睡觉感受时，一同学说“有的时候睡觉起来有点痛，教室
里也没暖气”。（1月 13日 新华网）

每天午休收费一元，这样的收费，着实让小伙伴们惊呆
了。笔者认为学校收取“午休费”是义务教育发展“迷路”，
也让义务教育变了“味”。

照顾好学生是学校应尽的责任，学生使用课桌是教育
赋予的权利。学生趴课桌午休，不利于眼睛健康，但受条件
所限，能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也成了学生们一点儿可怜的

“福利”。学校没能为学生提供更舒适的午休方式，应该感
到“脸红”才对，却厚着脸皮向学生收钱。

一元钱，看似虽少，但却伤害了教育本该有的真善美，
当学校把学生当成家长送来的“商品”时，只会让学生的道
德观和世界观染上不该有的“铜臭味”。学校和教育部门再
缺钱，也不至于少了学生每天交的 1元午休费。这种 1元钱
也不放过的“锱铢必较”精神必须警惕。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教育部要求减轻学
生负担，就是让学生多休息，更不是通过学生趴课桌午休“敛
财”。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
境，尽可能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方便，而不是巧立名目乱收费。

学校是一方神圣净土，其使命不是为了钱，而是教书育
人。义务教育资源紧缺，滋生出各种收费乱象，是地方政府
义务教育职责的失守。别怪民众矫情，学校收“午休费”不
仅损害了政府形象，还玷污了教师的声誉。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嘉宾网谈

网聚观点

点击事实：年关临近，农民工讨薪又成为
网上热门话题。

1 月 14 日上午，大河网邀请到河南省高院
民一庭庭长刘天华和平顶山中院院长刘冠华，
做客大河网直播中心，针对网友关心的“如何
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和提高农民工维权的法
律意识”等话题进行了解答，并请他们为农民
工讨薪支招。

据了解，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连续 6 年开展“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在办理上已经形
成顺畅有效的机制，四快、三优、两免原则，被
最高法院称为河南模式。

主持人：第6次集中办理活动开展情况如何？
刘天华：在第 6次集中办理活动中，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开始，截至 2015 年 1 月 12 日，全省
法院已依法办结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4854 件，
为 9977名农民兄弟追回劳动报酬 4.39亿元。

主持人：农民工兄弟工资被拖欠应该怎样
求助？

刘天华：对农民工工资纠纷，国家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设立了多种救济途径，最快捷
的方法是行政救济，向务工地的劳动监察部门

举报，若证据充分，劳动监察部门可以直接下
达支付工资令，若用工单位不支付工资，可直
接到法院进入执行程序，若再不支付可转为刑
事案件。农民工还可以去仲裁，也可以起诉，
法院有一站式服务。提醒农民工，收集与用工

单位的相关证据。
主持人：为什么省高院每年都很重视宣传

讨薪案件？
刘天华：我们要通过宣传讨薪案件，表现

出一种力量，就是对劳动者的尊敬和爱护，同

时向社会传递公平正义。只有对劳动者尊敬
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

主持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难，平
顶山中院采取了哪些措施？

刘冠华：一方面重拳出击，强力执行，对一
批有钱不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赖账户，采
取曝光、拘留等措施，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
任。在第 6 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
活动中，集中曝光“老赖”13 次，涉及赖账户
690 人。另一方面，我们还开展了“依法严惩欠
薪犯罪专项活动”，严厉打击欠薪犯罪，对那些
问题严重的“老赖”，主动与公安、检察机关协
调沟通，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主持人：对于恶意欠薪，农民工兄弟有哪
些防范技巧？

刘冠华：首先，要看用工单位的主体资格，
建设工程的审批手续，确保不干违法工程，不
为没有资质的单位干活。其次，要学会签订劳
动合同，明确约定用工时间、工作范围、工资支
付办法等，出现纠纷能有证据证明自己与用工
单位的劳动事实。第三，要有证据意识。平时
要注意收集证据，如劳动合同、厂牌、社保卡、
银行卡、饭卡、工卡、工资表、押金收据等，以免
流血流汗再流泪。

800 多名学生集体跪拜父母引来议论纷纷，多数网友力挺此举

孝道不是“笑道”更不是糟粕
□本报记者 王 佳 孙华峰

点赞！跪拜父母孰能
讥之？

大河网网友“我是师爷”：对学校举行这

种跪拜仪式，应该予以点赞！莫说 800 人，就
算是 8000人，跪拜父母孰能讥之？在当下，不
孝顺父母的事情经常发生，应该让更多的年
轻人知道什么是孝道。

@叫我哼哼吧：为人子女者，无论何时何
地，何情何境，给养育自己的父母下跪都天经
地义，不丢人。母亲十月怀胎之苦，父亲养家
糊口之辛，孩子跪下给父母磕个头，就是不人
道？就属于传统文化的糟粕吗？答案显然是
否定的。

大河网网友“siji017”:学 生 要 跪 ，我 们
更要跪。记得小时候一到过年，都会给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及长辈磕头问好。现在
的年轻人只记得给女朋友“下跪”，哪还记
得长辈呢？今年春节，我要认真地给二老
磕个头！

大河网网友“高福生”：日本一家著名的
公司在招考职员时，第一个要求就是“回家
为 母 亲 洗 一 次 脚 ”。 道 理 很 简 单 ：孝 亲 敬
老，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冲破了这个底线，
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每一个人，都不能老
是充当孝文化传承的“看客”和“批评家”，
动辄口诛笔伐、上纲上线，而应成为“建言
者”、“践行者”。

孝道是优秀文化传
统，不能丢

@梦游天国：在中国传统孝道中，跪拜父
母的形式最能净化儿女的心灵，也最能感动
父母之心。当今时代，更应该继承和光大优
秀孝道文化传统。

大河网网友“还珠楼主”：现在的人就是
放不下架子，割舍不下面子，其实只要心敞开
了，触及到人性最柔软的地方，跪拜父母就是
自然而然的事。不管怎么说，这起码是一种

正能量的引导。
@失去重力：孝道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

个重要章节，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类
似给父母下跪、洗脚等孝道形式，尽管存在一
些“秀”的成分，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引
导教化的作用，利大于弊。

唤醒孝道文化不能
急功近利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因此，我们在孝道文化的挽救或者唤
醒上，也不能急功近利渴望速成。否则，很容
易沦为“笑文化”，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大河网网友“水煮猪头”：从教育上来讲，
要让孩子明确一点，跪，是敬，不是屈。至于
形式，我觉得没有深究的必要。

大河网网友“一到CBD就迷路”：我觉得
任何事情都有个人意愿，自己觉得怎样更孝
敬父母就怎样来，作秀是一方面，但是培养孩
子对父母的孝心是对的。

@我是一片云：不管跪不跪，只要能让学
生们真正从内心感恩并加以行动就行。比

如，60 后 70 后孝敬父母的最好方式是多陪他
们聊聊天，80后是陪父母外出旅游……

孝由心生，不必拘泥
于跪拜这种形式

大河网网友“仙人掌上跳拉丁”：作秀给
谁看？表达孝敬有千万种方式。一杯水，一
顿饭，这都可以天天随手就能做到。孝由心
生，孩子有心，时时处处是孝敬。

大河网网友“文小竹 1”：孝道文化在中
国源远流长，在现代社会特别需要传承和发
扬，但是应该抛弃不合时宜、陈旧俗套的孝
道形式，比如这种下跪的方式，我觉得就不
能提倡，更不应该成为“孝敬文化节”的主要
形式。

@陈木木：中国表达孝道的传统文化有
很多，下跪并不是表达孝心最合适的方式,对
老人日渐衰弱的记忆力和越来越任性的脾气
多些耐心和包容，就是最大的孝心。

@小小坏小孩：孝心是让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至于下跪，恐怕形式大于内容。无论何
种形式，关键要有孝敬的真心。

1 月 14 日，河南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
彭恒礼告诉记者，这些文化事件本身折射出的
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
主题下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关于尊老敬老养老的具体形式，彭恒礼认
为，应当与时俱进，将孝道观念与现代社会发展
结合，其具体表现形式应当符合现代社会的法
律规范、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

彭恒礼说：“今天我们行孝道，行为方式一
定要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跪拜礼曾经是中
国人表示诚心与敬意的最高形式，本无可厚非，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出我们
日常生活。当代人有自己表示诚心与敬意的方
式，如献花、鞠躬、帮老人买衣服、打扫卫生、馈
送食品、安排老人出游、常回家看看、经常打电
话沟通联系等等，都是践行孝道的具体体现。
自然、不做作，能为全社会普遍接受，这样的形
式就是最好的形式。”

法官支招农民工讨薪：举报 仲裁 起诉
□本报记者 孙华峰 王 佳

时间：1月 14日上午 地点：大河网直播中心 主持人：曹 琳
嘉宾：河南省高院民一庭庭长刘天华（图中）和平顶山中院院长刘冠华（图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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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接受就是最好的形式

宋向乐 摄

杜庄村：甩掉“穷帽子” 奔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通讯员 张明星

曾经，出行难，产业弱，农户穷；如
今，村内铺上水泥路，产业蓬勃发展，村
民过上了好日子。

淮阳县郑集乡杜庄村发生的巨变，
得益于 2012 年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和
带动。

以前的杜庄村破烂不堪，仅有三间
简陋村室，没有卫生所，道路又窄又烂，
坑坑洼洼，下雨天走在路上是深一脚浅
一脚。“出行难，看病难，办事难”成了妨
碍村民生产生活的“绊脚石”。

“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好了，村
里的经济才能搞上去。”1 月 10 日，杜庄
村党支部书记刘云平说，扶贫开发整村
推进项目实施以来，村里利用扶贫资金，
又筹集部分社会资金，不断完善村里基
础设施。

投资 110 万元硬化村内主干道路 6
公里，让村民出行更方便；新建了文化
大院、群众活动中心、村卫生所、村室和
农家书屋，让村民休闲活动有去处，精

神文明更丰富；投资 55 万元修建 115 座
沼气池，投资 200 万元建立了安全饮水
厂……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大大增加
了村民发家致富的信心，50 多岁的村民
刘云前笑呵呵地说：“路都通了，还怕财
进不来？”

杜庄村村民有养猪、养鸡的传统优
势，2013 年，在县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
村“两委”引导群众把养殖业培育成脱贫
致富的支柱产业。德惠养殖专业合作社
目前是村内规模最大的养殖场，其通过

“合作社+养殖户”的方式，把村里 100 多
户养殖户联合起来，提升小养殖户与大
市场沟通的话语权，发展订单式养殖。

如今，德惠养殖合作社肉鸡存栏量
达 15 万只，羊存栏量达到 2000 只，畜产
品畅销周边县（市），年利润达到 200 万
元。合作社负责人刘占超告诉记者：“合
作社社员主要是村里的贫困户，每户每
年能增收 2 万元。”

除了发展传统产业，杜庄村还千方百

计寻找新项目，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路
子，让农民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2013 年，杜庄村又争取到了扶贫开
发到户增收项目，累计投入 80 万元，帮
扶村民建设反季节蔬菜大棚 70 座，使 80
户贫困家庭成为首批受益者。以贫困户
刘云前为例，他和村里另一家贫困户合
建一座占地 2 亩的大棚，种植葡萄、芹菜
和西瓜，每年能净挣 2 万多元。

刘云平说：“村里产业发展起来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最近
两年，杜庄村年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由整
村推进项目实施前的 4655 元，增加到现
在的 8180 元。

由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效明显，
杜庄村党支部先后被周口市、淮阳县、郑
集乡表彰为优秀党支部。村支部书记刘
云平也被评为周口市优秀共产党员，当
选为淮阳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蔡庄村：打一场漂亮的脱贫致富翻身仗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通讯员 张明星

平舆县万冢镇蔡庄村是一个典型的
平原农业贫困村：村内只有一条主干道，
村民出行不便；产业单一，资源匮乏，村
民家庭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学校、村室
陈旧，村内环境脏、乱、差。

2012 年，蔡庄村新一届村党支部、村
委会产生，村“两委”班子成员决心厘清
思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打一场漂亮的
翻身仗。2013 年蔡庄村被确定为扶贫开
发整村推进村，更是迎来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蔡庄村
整合各方面资金，优先解决群众关注度
较高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在县、乡、村
的共同努力下，整合扶贫、以工代赈、水
利、土地整理、文化卫生、村室建设等项
目资金 612 万元，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及
社会捐助 150 多万元，修缮了学校、村
室、新修了卫生室、文化书屋，修通 8 个

自然村的道路，新打机井 140 眼，新修桥
涵 150 座，新修安全饮水一处，让家家户
户都吃上了自来水……

“以前遇上下雨天，村里的泥巴路到
处积水，几天出不了村。有事出门得穿
胶鞋，回到家里浑身是泥巴。现在都是
水泥路，出门办事方便多了。”1 月 5 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村民余福良老人感慨
地说，几代人都没有改变的泥巴路，现在
终于修成好路了。

蔡庄村村民历来有养猪、养牛、养羊
的习惯，而且饲草饲料丰富，在县扶贫办
的帮助下，蔡庄村申报了到户增收项目，
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业。2013 年，蔡庄
村用 60 万元项目资金在良种猪场购买
优良仔猪，分发给贫困户饲养。全村共
购买 785 头良种仔猪，扶持贫困户 157
户。62 岁的贫困村民陈更银家分到 5 只
猪仔，养大卖掉后挣了 5000 多元。陈更
银乐呵呵地说：“俺老两口在家养猪挣这
点儿钱，够孙子上学的花费了。”

为把村内的养猪业做大做强，蔡庄
村还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从饲料
购进、技术培训、销售等各个环节给予
养殖户指导和服务。 2013 年以来，蔡
庄村新增规模养猪户 150 户，养牛户 10
户，养羊户 80 户，养殖业已成为该村的
支柱产业。

如今，实施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后的
蔡庄村，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笔直的水
泥路通到各个自然村，村内环境干净
整洁，整个村庄安静而祥和。由于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工作出色，蔡庄村党
支部连续三年被县里评为“五个好”党
支部，并成功创建省级扶贫开发整村
推进示范村。

蔡庄村村支书闫振超介绍，为保证
项目长期发挥好效益，村“两委”班子专
门成立了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对道路、桥
涵、机井等项目进行登记造册，并明确责
任，由专人负责管理，力争使项目完好率
达到 100%。“ 整 村 推 进 富 民 强 业 ”系 列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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