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谋划谋划 今年春节干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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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河南·暖暖新年”大河网系列报道之三

记者连线

回归本真自我 享受亲情
大河网网友 我是师爷（公务员）

过年了，应该好好地陪陪家人，过个温馨快乐的春节。平
日里大家都在工作、学习、出差、应酬，忙得滴溜转，很少有时
间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假期里，家人都在家，可以在一起好
好交流一下情感了。

和家人在一起，没有现实社会的尔虞我诈，抛弃功名利
禄的明争暗斗，完完全全回归本真自我，真的很难得。父母、
妻子、孩子，都是自己的亲人，无须设防，不用防备，就近出去
走走，看看电影，侃侃大山，恬静而又温情。呵呵，想着都情
不自禁乐开花！

陪老婆一起准备年夜饭
大河网网友 南区老糊涂（铁路员工）

前几年过年都要值班，连晚上睡觉都得操安全的心，今
年工作轻松了些，不用再如此繁忙了。既然这个假期休息
了，肯定是要好好安排一下：年三十在家帮助老婆准备准备
年夜饭，尽尽自己的责任吧；初一要回老家看望父母，虽说不
是太远，但是毕竟还是回去的少，过年一定要去的；初二和老
婆家兄弟姐妹一起聚聚，喝喝酒，聊聊天；初三到初五自由活
动，看看庙会，逛逛公园，拍拍片，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郑州
过年的气氛。

假期回访山区小学的孩子
大河网网友 燕归来2003（教师）

终于，无论你多么的急迫，寒假还是这么不急不缓地如期
而至！

对于这个假期的期盼是从 2015 年的元旦那天就开始的，
2015 年元旦公益组织走访了汝阳县十八盘乡登山小学，快乐
的走访，难忘的记忆，还有给孩子们的承诺：我到寒假还会去
看他们，并且还要把相机里拍下来的照片洗出来送给他们！

寒假到了，孩子们是不是在期盼着他们的照片，还有我的
承诺？所以利用寒假我要去看看山区的孩子们！

好好陪陪得了癌症的老爸
大河网网友 荷池清风（国企职工）

今年春节，我要回家，好好陪陪老爸。
老爸病了，一直身强力壮的他从去年 5 月份开始病倒了，

是癌症。历经两次手术、三次化疗的折磨，现在变得虚弱不

堪。老爸曾是全家的“天”，这半年来，天将崩塌的感觉让全家
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

善良能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爸，供养我们三个孩
子顺利读完大学，还让我和妹妹取得了硕士学位。老爸总将
全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退休不久的他，就这样成了
医院的常客。

老爸曾是我的“山”，看他日益消瘦憔悴的面容，作为女儿
的我心里在滴血。结婚后的我回家的时间总是短暂，有了孩
子后，匆匆地来去似乎更成了习惯。

老爸病了，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来，对他的关爱太少了。
今年春节，我要将大部分时间留给老爸，带他出去走走，陪他
聊聊天。

我衷心地希望亲爱的老爸能尽快好起来！

春节不回家 继续去采访
大河网网友 wx19790427（媒体人）

连续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作为一位摄影记者，每年
春节期间我都会拿着相机，去采访那些放弃回家与家人团聚
的人，他们有环卫工人、有监狱警察、交警、公交车司机、医
生……今年估计还是不能回家过年，老母亲年纪大了，老家
比较冷，依然准备在郑州过年，除夕夜，在暖呵呵的暖气房
里，老母亲和媳妇为我包饺子，我和儿子看电视，那是最幸福
的事儿！

接85岁老父进城过年
大河网网友 湛河闲人（退休工人）

春节对于我们这些已退休的人来说，在时间上却与平时
没啥区别，因为我们这些人天天都是假期，现在生活水平高
了，所以天天也都是过年似的。

不过，今年这个春节对于我来说可真是特殊，因为 2015 年
是俺的本命年，也是俺的甲子之年，所以就要好好地谋划下
了。再者，八十五岁高龄的老父亲两周前从农村接来了，这是
老人家退休后第一次要在城里过年，所以俺会好好地陪他过
个团圆快乐之年，同时也要好好听他讲讲当了几十年劳模的
辉煌经历。

如果没有大风和大雨雪，还会陪他到街上走走看看，看看
他曾经工作和奉献了大半生的城市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让他会会他的老工友，了却他对老工友们的思念。

当然，对于我这个大河拍客来说，我的镜头里也少不了羊
年春节的各种花絮。这就是俺羊年春节的谋划了。

希望圆父亲“重走军营梦”
大河网网友 任明方（公益人士）

马年即将过去，回想一年的公益之路让我顿生温暖，同时
也希望新的一年，爱心继续传递！

在这里也说说自己的春节公益梦想。
作为游子的我，回家团聚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很容易的将

被我实现。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好烟好酒，什么高科
技产品，休闲旅游娱乐等都习以为常了，如何让父母高兴起
来，不知道苦煞了多少儿女！今年春节我想圆父亲的“重走军
营梦”——这也许是我做公益这些年的灵感吧，希望能给老头
子一股新鲜劲。

谈谈重走军营梦，看看原部队的发展状况，一些军史展

览，更多的是老战友们的相惜相聚，也许会困难重重。不过，
我相信社会公益事业的力量就是大家汇聚的力量。

2015 年新年，我将开始圆父亲“重走军营梦”的公益行动，
同时也发起老兵们重走军营行动，我的父亲 1954 年出生，籍贯
安徽宿州，曾服役合肥市武警部队。

最后愿天下父母身体康健。

春节一定要去给老师拜年
大河网网友 沧然回眸（公司白领）

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去给高中的王老师拜年，因心中的惰
性，多年来从未实现。今年，这个愿望尤其强烈，前段时间和
高中同学在网上聊天，听闻高中的一个老师已经仙去，时不我
待啊。

高中时比较捣蛋，我们班上共有 65 名学生，高三前半年排
名次，我还排在班上第 55 名。王老师是我的历史老师，对我这
个坏学生，王老师并没有歧视我，而是鼓励我先通过学好一门
课程树立信心。

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的历史成绩越来越好，也慢慢树立
了自信。第一年高考，我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历史成绩超出重
点线一百多分（当时是标准分）。复习一年后，我成功地考进
了郑州大学，好多同学都说，我放卫星了。只有我自己明白，
如果不是王老师鼓励我，可能我就真的是废人一个了，要么回
家种地，要么跟着村里的兄弟们外出打工，而不会成为现在的
公司白领。

今年春节，一定要去给王老师拜年。

和儿子在家整理藏品
大河网网友 我本友善（医护人员）

春节假期怎么过？外出旅游吧，价高路堵不划算；走亲
访友吧，吃喝闲聊费时间；娱乐打牌吧，输赢伤神没意思。

要我说，还是依据自己的爱好，自我定制为好。这些年
迷上收藏，业余时间收集了许多邮票、钱币、书刊，还有一些
其他杂项物品，都是我和儿子平时淘来的。由于没时间整
理，杂七杂八地堆放在一起，正好可以利用难得的春节假期，
和儿子一块儿归门别类地整理和欣赏，难道不是挺有意义的
事情吗？

沉浸在博大精深的收藏文化世界里，既可以增长专业知
识，又能够提高鉴赏能力，陶冶情操，乐在其中。

偷得浮生闲 当几天书生
大河网网友 郁真（公务员）

平时忙工作，难得有空闲，春节七天长假，也该好好歇歇
了。事实上，过年走亲访友，聚会团圆，同样忙忙碌碌。

我有个计划，除了必不可少的亲友聚会，干脆“金蝉脱
壳”，移居老婆娘家，借口外出旅游，谢绝不必要的迎来送往，
关闭手机，安安静静地躲在家里当“宅男”。

我已经从图书馆借来了几本书，打算春节假期当几天纯
粹的“书生”，一来可以好好地休息，休整身心；二来可以好好
地看书，调整情绪，让宝贵的假期名副其实。

都在盼望过年，都在盼着放假，春节来了放假

了，你到底准备干点啥？

旅游，陪父母，拜访老师，补习功课，打麻将娱

乐，陪兄弟们喝杯酒……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

们，会有不同的春节模式。有的重亲情，有的重工

作，还有的舍小家为大家，把爱和温暖播撒向更多

有需要的人们。

提前谋划谋划吧，别到假期过完，又一拍脑

袋：今年春节过完了，我都干了点啥呢？

“缴社保、买房子、炒股票……请先提供您的税号，
家庭计征个税、开征房产税、破题遗产税……先要人人
有税号。”３日在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结束的《税收征
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告诉我们，个人税号
时代渐行渐近。2 月 4 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该消息
后，引发网友热议。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太阳之吻”：不仅是个税改
革，包括房地产税改革，开征遗产税，这些直接税改革，
都需要个人税号制度的建立作为基础。有了个人税号，
能够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个税征收，更好实现税收调节
贫富的功能。同时，个税计算还要考虑家庭负担，计算
家庭平均收入，抚养小孩、赡养老人享受一定的免税额，
更公平合理。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Jerry Zhang”：希望个人
税号也能成为享受政府福利号，用这个号进行医保报
销、接受义务教育、领取低保社保等，真正实现权利与义
务对等。税号、社保号和身份证号都是一个号。工资，
股票收入，房租收入等，所有收入一起计税，缴税都只从
这个账号划拨。这样既能避免偷税漏税的发生，又能充
分保障纳税人在履行义务后应享受的权益。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暖意常在”：一切都用身份
证号，驾照、社保、诚信记录、出国记录、税收记录……首
先必须要规范身份证号的发放和使用。编制个人税号
之 前 ， 应 该 先 完 善 保 密 系 统 措
施，要不然别人拿到你的税号，你
的隐私将全部暴露。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山林
景色”：每人一个终身税号，人人都
在阳光下面，不讲诚信的行为就会
大大减少，社会风气会大有好转。
同时，每个人也能知道自己为国家
做了多少贡献，提升了自己的纳税
人意识。

2 月 2 日上午 10 点左右，在郑州市金水路与杜岭街
口南 5米处的马路中间停着一辆清运垃圾的环卫车。一
名身穿环卫工人制服、约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正趴在车
把上熟睡着（上图）。垃圾清运车停在马路中间，十分危
险。（2月 4日，北京青年报）

“大雪纷飞，冰地雪天，环卫工辛苦地清扫着、工作
着，他们缺少歇息场所，没有遮雪御寒之处，难道环卫工
就不是人么？”看到这些话，您的心里是否会涌起一丝酸
楚，这就是一些被称为“城市美容师”、“马路天使”的环卫
工人工作情况的真实写照。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人，
但是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是这个群体在默默无闻地付
出辛劳。天还未亮时，就已经在大街小巷中开始清扫；雨
雪纷飞时，仍坚守工作岗位；遇到节假日，在各旅游景区，
每天的工作量便是平时的数倍……一天下来，很多环卫
工都累得直不起腰。正是这些环卫工人的辛苦付出，才
换来我们居住城市的美丽整洁。我们在理所当然享受他
们劳动成果的时候，是否也应该真正去关注他们的工作
环境，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呢？

据了解，环卫工人的来源大多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
失业人员和一些退休的老年人，这些人文化程度较低，年
龄较大，生活条件较差，本身就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和
更多关爱。所幸，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去年以来，
在天津、河南、新疆等地都陆续推出了环卫工“免费早
餐”，“户外劳动者驿站”等各种爱心举措，以一碗热乎乎
的豆浆、一个暖呼呼的小屋，让这些环卫工人能够在这个
冰冷的城市中感到一丝温暖。

但是，还有更多的环卫工人面临着工作条件差，工资
待遇低、受到歧视等恶劣的工作情况，这不仅仅是奉献一
些爱心能够解决的。如何真正改善这些环卫工人的工作
条件、生活情况，享受到应有的尊重，笔者认为，加强制度
保障才是迫切之举。以法律形式规定出合理报酬，适当
提高福利待遇，依法享受社会保障政策，才能让这些“城
市美容师”心中真正温暖起来，才能让他们工作、生活得
更有尊严。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城市美容师亟须爱心面膜
□李 姣

“税号”来了
让纳税更公平更明白

□本报记者 黄岱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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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在囧途》中王宝强领着一车回家过年的人唱道：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场景不知曾经让多少出门在外的观
众泪流满面。那么，我们在春节应该如何过年？

放下手机过个年。拿着手机刷屏已经成了我们的时代
病，冷落了手机没关系，冷落了父母的情、冷落了孩子的心，则
是多少钱也找不回来。在回家过年的时间里，让我们放下手
机，多陪父母聊聊天，听他们倾诉一年的辛苦；多陪孩子玩一
玩，让他们感受到本该享有却一直空缺的父爱和母爱。到家
了，忙碌与辛苦、烦恼和痛苦暂且放在一边，让心在家里面驻
足小憩。

亲自动手过个年。没有亲自动手，就无法真正感知到节
日的花红柳绿，没有肌肤的感知，就无法和心灵发生链接。现
代化带来的便捷让我们几乎不用动手，就什么都可以买到，却
买不到浓浓的年味，这浓浓的年味来自于亲手包好的饺子、亲
手贴上的春联，亲手点燃的鞭炮，亲自到祖先的墓前深深地一
躬……

走亲访友过个年。频繁的人口流动，让人与人之间距离
远了，见面少了，感情淡了。在春节里，到街坊四邻家里串一
串，到村子里面走一走，到朋友家里坐一坐，用脚下的行走拉
近心理上距离，用面对面的交谈拉近已经疏远的关系，用觥筹
交错来重温曾经有过的真挚感情。

用心用情过个年。春节是一个带着浓浓深情的节日，
在这样一个充满“情”的节日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表达
内心的那份情，要把在外流浪的心带回来，要用酝酿一年的
情来过年，和亲人用心交流感情，和朋友用心交还友情，和
爱人用爱来表达真情。总之，要利用一切的机会表达自己
的心情。

让心在家里驻足小憩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博士 杨旭东

2013年春节，郑州人民公园。大河网网友 wx19790427供图

（本版图片均由网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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