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德华主演的打拐电影《失孤》热映引爆网络

都来说说“和老爸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孙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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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和老爸睡觉，我睡觉不老实，把脚塞到了老爸的嘴里，老爸把我打醒说：你
脚太咸了……”这两天，随着刘德华主演的打拐电影《失孤》热映，片中青年演员@井柏然
发起的话题“和老爸的那些事儿”火了，其微博有 5000 多人点赞，5000 多人跟评。大河
网大河论坛（bbs.dahe.cn)中也讨论热烈。

网友说，老爸们一般不善于表达，但一举一动都像山一样爱护着子女。专家认为，
对于老爸们而言，要重视其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学会表达对子女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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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阅兵誓师”当休矣
□王海峰

19 日，广东珠海七中举行百日誓师活动的照片（见
上图）在网络上流传，而场面居然与阅兵式颇有几分相
似。据该校校长介绍，站在车上的学生是去年该校的毕
业生，也是该校去年中考的“黑马”，此举一是以他们经历
来鼓舞本届毕业生，二也是兑现去年对中考“黑马”学生

“战袍加身”的承诺。（3月 23日 大河网）
中考、高考临近，为了让学生能够有一个振奋、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复习备考中去，学校或者班级组织举
办考前动员会，为学生加油、鼓气，这本身无可厚非，也很
有必要，很多学校都有这项活动。但是，学校举办“阅兵”
式中考誓师大会，笔者以为，如此中考誓师大会就偏离了
考前动员的本意，得不偿失，当休矣。

学校举办“阅兵”式中考誓师大会，虽然带有一定的
趣味性，让人觉得好玩、搞笑，能换来考生的一些笑声，看
似能让学生从紧张的中考氛围中放松一下。但是，如此
规模的誓师大会，尤其是青睐优秀毕业生参与，营造出来
的氛围早没了轻松、欢乐，只剩下压抑和紧张。这对于本
来就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考生来讲，无疑是火上浇油，
在无形之中会进一步加重考生的心理压力，让考生更加
焦虑。从这个角度说，“阅兵”式中考誓师大会，不是给学
生减压，而是给学生加压。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今天，中考、高考虽然很重要，
值得学校、家长和学生的重视，但是中考、高考并没有高
到成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更不是改变人的命运的唯
一选择，仍然只是人生中的一次考试、一次竞争而已。

按照中考、高考的升学制度设计，也必定有学生落榜
或者没法考入理想中的学校。学校为了让学生在中考中
考一个好成绩，就投入血本举办“阅兵”式中考誓师大会，
找来优秀毕业生给考生动员，这样的誓师大会透露着强
烈的功利性，把考试成绩当成优秀和人才的唯一评价标
准，传递的是“不成功便成仁”的那种错误观念。

按照“阅兵”式中考誓师大会传递出来的思想，实质
上是在逼学生都去当考试机器，去应付考试，而不是培养
人才，不是尊重考生的个人特色分类培养。同时，会让中
考、高考中考试成绩不理想的考生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引
发心理疾病，容易发生意外。一些考生在考前或者考后
选择轻生，就是压力下的结果。

笔者以为，学校应当为考生营造一个人性化的迎考
环境，正确认识和面对中考、高考，给考生减轻压力和负
担，鼓励考生轻装上阵，笑迎中考、高考，从中考、高考的
紧张氛围中解放出来。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父亲在亲子关系中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
到孩子的人格，担当着引领家庭
核心价值取向的作用。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男性承担了越来越
多的社会角色，往往在家庭中缺
席，有必要引起重视。

首先，重视自我关系。父亲在
孩子生命中提供的积极向上的力
量，不是源于反复说教和各种要
求，恰恰是自身生命力量的一种外
化过程。作为父亲的男性一定要
重视自我内在关系的建构，其为人
处世方式，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家
族乃至社会、民族的文化脉动。

其次，重视亲密关系。家庭
关系的核心应该是夫妻之间的亲
密关系，爱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
爱他（她）的父亲或母亲。作为孩
子的父亲一定要充分尊重并爱护
自己孩子的母亲，行不言之教，为
孩子提供直接的角色参照，孩子
往往会通过父亲与母亲的关系而
寻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进而影
响到自己的人生。

最后，重视亲子关系。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父亲担当了
更多的社会责任，这种格局往往
导致父亲在孩子成长中处于边缘
化地位或者缺席。在当代家庭责
任建构中，父亲一定要改变让孩
子敬而远之的“中国式”父亲形
象，选择孩子更能接受的情感表
达方式互动，让孩子感受父爱带
来的安全感，让爱在家庭成员中
流淌起来。

父亲的角色意识
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李 娟

电影《失孤》剧情简介
一个两岁的孩子雷达在 1998 年

的某一天走失，父亲雷泽宽（刘德华
饰）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寻子之
路，途中历尽艰辛，偶然遇到了四岁时
被拐的修车小伙曾帅（井柏然饰），两
人一同踏上寻亲之路，途中两人建立
了父子般的情谊。

根据网友的跟帖评论，焦点网
谈记者把老爸们分为五个类型，如
果有兴趣，大家就对号入座吧。

【关键词】简单粗暴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小学的
时候，有一次不知道为啥和我爸吵
架了，然后我爸特凶，我就一直和他
顶撞。后来，我妈把我拉走了，我只
记得自己在楼上一直喊：你有本事
打我啊，打我啊！我爸说，你下来
啊。现在想想，我也是醉了，那时我
真是欠打么？

大河网网友“素衣轻语”：有一
件事儿，我一直记得，就是小时候特
别瘦吃饭特别矫情，嫌这个不好吃，
嫌那个烫嘴的，老爸脾气大，把我撵
出去说外面凉快，结果我就端着饭
碗蹲在门口一直抽泣，直到隔壁大
妈来我家把我领进屋。

【关键词】沉默寡言

@XFUna：每次老爸回家都会
先打开我房间的门，看看我在干什
么。虽然他什么也不说，我知道，老
爸心里有我。

@今夕何夕_郑井邂逅：刚上
小学时，每次都非常不情愿，老爸总
是送我到离学校不远的田埂上，然
后我前进他原地，知道背后有他的
目光，不觉得孤单害怕了，因为觉得

他也跟着我来了。
大河网网友“翡翠红尘”：我的

老爸典型的嘴硬心软。每次犯了
错，嘴上总是止不住地责难，背地里
却默默为我安排好一切。我们之间
总没太多话语，这不是冷漠，而是我
们太像了，都不善言辞，不懂得表达
自己的爱。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
一切尽在不言中。

【关键词】心思细腻

@疯了疯了的 Moon:在 外 工
作，有次过年回家，老爸默默地把我
的卧室收拾好，被子铺好，早早地把
电热毯开好等着我回家！堂妹看到
后很惊讶，因为卧室焕然一新，说大
伯收拾得太好了！可是，将来的日
子我可能要让他失望了！好忧伤！

@简单 840428：从 有 记 忆 以
来，老爸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长
大了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小时候
家里条件不好，有抽烟喝酒那钱还
不如多给你们买点吃的，你们的身
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泪奔～～

【关键词】幽默搞笑

@刘小豆er：有一次老爸喝多
了，回家看见我说了句“以后你就叫
我三哥（他在家排老三），哥罩着
你”。我愣了下，回了句“我三嫂上
哪儿去了？”这回换我爸愣了……

大河网网友“沧然回眸”:前段
时间芒果比较贵，嘴馋了想吃自己
又舍不得去买，就蹭到我爸旁边问
他：爸，你说我是亲生的不？我爸
说：又想吃啥了，直接说不就得了，
不是亲生的早把你扔了，那么能
吃！我……

@大脸的花痴小姐啷里个啷:
小时候太爱玩，寒暑假作业都是攒
到开学才写，急得直哭，有次我爸喝
多了，特别豪迈的叫我去玩，作业他
写，结果一周后，被老师点名批评，
因为数学没有一道写对的。

【关键词】渐渐老去

@悄然荏苒:上大学那会儿，每次
到开学那天天没亮我爸就扛着我的行
李送我去车站，我就这么跟着，只是四
年，他的背一年比一年驼，每次在车上
看着他的背影，都能哭一路。

@呆啊呆宋：记得小时候因为
和爸爸顶嘴，爸爸罚我跪搓衣板，用
扫把打我。我一边哭一边想着妈妈
的上班路线，然后就趁爸爸不注意
猛地打开门溜了出去，在巷子里边
哭边跑，爸爸在后面追。可惜，现在
爸爸老了，他再也不会追着打我了。

看 了 上 面 的 评 论 ，你 有 啥 感
觉？反正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
说，“看了那些评论，想哭却笑，何时
能够在爸怀里再撒一次娇呢？”

网友眼中不同类型的老爸

郑州的李明月是传说中的“包
租公”，作为“拆一代”，他年入 20
万元租金。现实中，他是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养护一
所的普通工人，跟下水道打了 30
多年交道（见上图）。

对于游走于百万富翁与淘粪
工之间的角色转换，网友感慨：真
土豪，不任性。

这个淘粪工，做人很真实
@松子儿：看到这个消息肃然

起敬，因为职业没有贵贱，我认为李
明月要的是自己人生的价值，有多
少人考虑过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价值？有钱但不任性，这才是真正
的土豪！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为他点赞。

大河网网友“花开花谢啊”：生
活中不少拆迁户一夜暴富，有钱之
后赌博、买奢侈品、开豪车等，人生
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浮躁得
很。很少有人能像老李这样做一
个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虽说淘
粪工这份工作身上脏，但是他的精
神是最干净的。

@不如意：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家庭条件好，同样要工作，
这个淘粪工，做人很真实，让我想
到时传祥，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不
做作、不任性，平凡之中彰显高尚！

@那边木有东西：这就是勤
劳朴实的河南人，没有因为自己有
钱就贪图享受，依旧坚持做着自己
能做的事。如果是我，估计不上
班，在家贪图享受呢！羡慕嫉妒恨
的人啊，为什么不学别人的好呢？

没有低贱的工作，只
有卑微的工作态度

@六六：所谓“干一行、爱一
行”，不管是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

工，还是环卫工人、快递员、司机、
医生、教师，还是私营企业主、个体
户，每个不同的工作岗位都是我们
社会上不可或缺的，都是使社会大
转轮有条不紊转动的重要组件。
没有低贱的工作，只有卑微的工作
态度，而工作态度完全取决于我们
自己。

大河网网友“熊仔小乖宝”：我
们很多人都是平凡世界里的平凡
的人，但是只要能够做好自己的分
内事，就能够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说一
份工作是为了谋生，那李明月完全
不用工作了，但他却不图安逸，默
默地奉献着。

大河网网友“风尚”：我觉得有
钱跟自己干的工作不冲突，认为这
个事儿是“大新闻”的人，可能潜意
识里对“工作”二字的认知就存在
中国式的偏见，认为有钱了就不能
干大多数人都嫌累、都看不起的淘
粪工，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西装
革履的工作，只有有权有势的工
作，才是“价值”，才是“人生”，他们
或许口头上都喊着所有工作都一
样、都值得尊重，但内心里却是另
外一番景象。

■记者连线

建立“平衡的”生活方式

3 月 23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大
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田
丰韶，他认为包租公的故事告诉我
们，在面对多元价值观和纷繁复杂
的选择，个体要学会通过对生活方
式的选择，建立一种“平衡的”生活
方式。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生活
方式，这种模式是由职业生活、日
常生活、家庭生活构成的，而且生
活模式具有一定的惯性。包租公
尽管已经很有钱了，仍然坚守岗
位，就是基于认同之上的职业生活
模式。包租公的行为是令人称赞
的，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
中，根据个人价值取向、重要性程
度，在多样化选择当中构筑适合自
己的、健康的、符合自己行为习惯
与节奏的生活方式。

郑州老李年入租金 20 万仍是“淘粪工”，网友：

有钱不任性 才是真土豪
□本报记者 王 佳

3 月 21 日（农历二月二），一个吉祥的日子。单车人共同见证
了平顶山一对新人的婚礼！当天是新娘魏松华（网名“朗朗”）和
新郎王拥军（网名“盛装节日”）的大喜日子。

没有奢华的车队，没有昂贵的婚车，让爱回到初恋时刻，相
识、相知、相爱，一对骑单车结缘的新人，用单车婚礼向人们倡导
低碳环保、浪漫新风尚……

大河网网友 屈公选 文/图

单
车
上
的
婚
礼

每天发帖数量保持在 10 条以内，
避免刷屏；自拍照要把握尺度，用修图
软件修改程度要在 50%以内，避免误
会……最近，一个由网友编撰的“微信
朋友圈礼仪规范”在网络上被争相转
发，引起大家热议。对此，不少网友点
赞，也有不少网友吐槽。

正方：朋友圈非礼勿视
@失忆的小鱼儿：现在的朋友圈

“干货”越来越少，一些无聊、扰民甚至
从不辨别真伪、恣意转发的虚假信息
越来越多，有了微信礼仪，是对变了味
儿的朋友圈的一种规范。

@花生521：虽然“微信朋友圈礼
仪规范”是网友自拟的，但也表明了大
家对网络环境特别是朋友圈乱象的一

种态度，如果这些规范能帮助网友形
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就能起到净化网
络环境的作用。

大河网网友“黑色幽默”：朋友圈
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为自己“想唱就唱”
的个人“演唱会”。疯狂的刷屏，或表
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或展现自己的“爆
表”颜值，甚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推销员”，忘却了朋友圈某种意义上也
是一个公共空间，更忘却了朋友看到
这些的感受会是如何。

反方：我的地盘我做主
@小小张儿：在朋友圈发布内容是

自己的自由，如果根据发布内容“扣帽子”
反而会影响朋友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有
时候发个美食、旅游心情什么的也挺好

的，增添点生活乐趣而已，没必要较真。
@爱吃丸子：朋友圈里要是有不

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屏蔽掉，上网还
得遵守这样那样的规矩，是不是有点
多此一举？

大河网网友“不吭气儿”：不支持
这样的礼仪规范，朋友圈是一个休闲
和非正式的交流平台，它的存在，更重
要的是满足朋友之间的心理沟通和交
流需求，一旦产生规范，反而让原本轻
松的交流严肃起来，不利于沟通。

大河网网友“猴年马月生猴崽”：
我认为朋友圈是我的地盘，我想干什
么都行，再说网络空间里，朋友圈不必
太拘泥条条框框，随性而为，才能显出
网络本质。因为发点东西还得想着别
违反了规范……太累。

微信朋友圈礼仪规范出炉，点赞和吐槽者参半——

朋友圈能不能“想唱就唱”
□本报记者 王 佳

3 月 29 日，2015 年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将鸣枪开
赛。这项最早源于 2006 年大河网友“半月大哥”一帖倡
议的国际赛事，迎来了第 9 个年头。今年，大河网将与广
大网友一起“眼遇”郑开马拉松赛，共同见证大赛的成长
与成熟。

这是大河网连续第二年组织 400 人方阵（见上资料
图），参赛郑开马拉松。与那些专业级别的运动员相比，
网友们可能“掺和”不了 40 多公里的专业比赛，但是在春
天里参加一次小马拉松的吸引力还是不小的。为满足网
友的参与热情，大河网邦邦社区及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3
月 18 日发帖，接受网友报名参赛，且报名费用由大河网
提供。短短 5 天，已有 25 万人次点击浏览。

比赛当天，大河网
还将发起“眼遇郑开马
拉松”的赛事直播帖。
50名摄影爱好者组成的
大河网拍客团，将用镜
头 记 录 比 赛 的 精 彩 瞬
间，并通过大河网“眼遇”
客户端分享给网友。

（黄岱昕 张 龙）

大河网友备战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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