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4月 3日 星期五 焦点网谈HENAN DAILY01 策划 高 亢 责任编辑 张培君 黄岱昕

●● ●● ●●

3 月 29 日下午三点，武汉下着雨，天气还有些凉，但
在光谷广场中心喷泉下，一对男女竟穿着内衣当众洗澡
10多分钟。（3月 31日大河网）

百度一下，类似新闻着实不少。河北秦皇岛两男
子 喷 泉 内 洗 澡 、海 南 三 亚 游 客 天 涯 海 角 喷 泉 池 里 洗
脚 …… 原 本 作 为 城 市 公 共 设 施 、扮 靓 城 市 面 貌 的 喷
泉，竟然成了部分企业进行“行为艺术”、满足个人私
欲的“工具”，这不仅大煞城市风景，也将文明“碎”了
一地。

众所周知，城市喷泉、花园广场、路灯设施、指示标
牌……这些城市公共设施具有公共性和服务性。一方
面，政府斥资完善、配套城市基础设施，旨在满足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营造更为舒适、惬意的人居环
境。另一方面，作为一级政府，最基本的公共职能就是
服好务。从城市细节建设入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健身、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所需，不仅是责任、义务，
更是执政为民意识的彰显以及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必由
之路。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我们在惊叹城市马路在变宽、
家园在变美、环境在变优、设施在变全的同时，一些不文
明现象时有发生，破坏这幅美丽“画面”。就拿闹市淋浴
来说，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出于炒作出名或
是进行“行为艺术”，为了一己之利，当众宽衣解带、搔首
弄姿，成何体统？还有，我们常说“身先士卒”“上行下
效”，父母是孩子们最好的标杆和榜样，公众场合如此

“带头”，孩子们的文明教育、道德涵养又该如何培育和
养成？

“文明应该是城市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当前，全
国各地都在掀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热潮。固然，作为一
级政府，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责
无旁贷、义不容辞。作为市民，这座城市的“主人翁”，我
们该怎么维护这座城市“形象”，我们又该怎么擦亮这张

“名片”？这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其实，想想也不难，做
一个文明、遵纪、守法、诚信的好公民，用自己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为城市“正名”和“代言”。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四书和《道德经》等国学教材今秋或将进入高中课堂，网友说——

要快乐国学 不要应试国学
□本报记者 张培君

闹市淋浴
让文明“碎”了一地

□吴 俊

网友三问“会生长的垃圾山”——

谁倒的？谁管？咋罚？
□本报记者 黄岱昕

扫描二维码关
注大河网官方微信

从各种国学书籍的畅
销，到形式多样的国学班受
到追捧，近年来，国学因其
价值重获审定，热度始终不
减。

日前，“十二五”教育部
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
学生人格培养研究》出炉，
国家级传统文化课题研究
小组透露消息称，第一套自
主研发的高中传统文化通
识教材即将出版，预计今秋
开学, 四书和《道德经》将正
式进入高中课堂。同时各
种信号表明，国学内容有望
引入高考。

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
网友围观：如何有效学习国
学？如何培养学生国学素
养？国学引入高考是否成
为负担？一系列问题应运
而生。

国学入教材
是对经典的致敬

数千年历史留存的国学经典，
汇聚成璀璨的知识宝库，值得国人
自豪。因此，不少网友认为，学习国
学值得点赞，国学入教材更是对经
典的致敬。

“那时年少，读不懂国学，悟不
透哲理。只知一味感叹，感叹学业
繁重，感叹学此无用。后来随着时
光的流逝，人生阅历渐渐丰富，那些
学到的知识都成了过眼云烟，而读
过的国学经典却慢慢沉淀下来，成
了滋润心灵的良药。用它抚平心灵
的创伤，提升内心的修养，是任何其
他知识都给予不了的。”大河网网友

“小兔白”留言说。微博网友@游思
无物说，国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
支柱，是中华文化瑰宝，学习国学不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自
身道德修养的再教育，更是中华民
族保持民族特性、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根基所在。

更有网友提出，要减少英语学
习时间，投入大量精力学习国学。
微博网友@游思无物认为，省下学英

语浪费的时间，多接触国学经典，会
比现在学生看那些所谓的外国名著
有价值。我们离经典的时间和距离
都太远，提升自我内涵，增强自身素
质，需要传统文化回归。

让国学
“出于口而入于心”

如何有效学习国学，让国学精
华发扬光大？有网友表示，现代孩
子思想匮乏，增强国学知识实属必
要，但不要为了学国学而学国学。

孩子们重点要学习古人的道德情操
和精神素养，绝不是简单地使用“之
乎者也”，国学教育一定要“出于口，
而入于心”。

大河网网友“吴左琼”认为，《道
德经》等国学经典的学习，要以“青
少年完美人格”为教育目标，教材知
识要相互关联，自成体系，并通过高
中教材实现最终教学评价。学习要
从娃娃抓起，在孩子记忆力和接受
能力最好的阶段，接触传统文化思
想，循序渐进，直至深刻领悟经典的
思想内涵，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

“讲国学很难，圣人的话都有深
义。不是背诵几句章句就懂国学。
国学，需要大量知识面来支撑。如
何运用国学，去解决实际问题，培养
具有独立人格、能够独立思考、并灵
活运用国学知识的青年才俊，才是
关键。”微博网友@龙像汉音说。

莫让“应试国学”
成为学生苦差

“你们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学好
这些书吗？估摸又要死记硬背了，
又要扩大我们的考试范围了！作为
一名学生，我深感以后的学业负担
更加沉重。泪奔！”微博网友@事无
牵来了无挂说。

有网友认为，在不断推进的现代
化进程中，社会日益浮躁，各种矛盾层
出不穷，要想淡定，还是得回归自我，
回归传统文化，因此提倡国学进课
堂。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附和国学
热，才将《道德经》之类的国学文化纳
入高中通识教材，剑走偏锋一味去打
造“应试国学”，无异于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此外，国学不同
于古文，除了语言，更注重理解与接
受，将传统文化知识内化为精神知识，
譬如从儒家思想中学习入世、积极的
精神，而为了分数死记硬背，重形式轻
内容，反而会弱化这一教育功能。

“国学引入高考一定要慎重。”4月 1日，郑
州市第七中学副校长马松涛接受采访时说。“我
非常支持国学教材进课堂。”但是马松涛认为，
国学引入高考要慎重，对于负担本已过重的学
生来说，加入国学内容势必会增加学生负担，引
发学生反感情绪。“我建议，将学校作为传统文
化教育的一种途径，同时增加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功能，通过多种生态环境，营造让孩子们学习
国学的浓厚氛围，让国学素养深入学生心中。”

对于高一学生家长张女士而言，国学教材
进课堂并不是好消息。“我们相信通过国学教
育，会让孩子受益无穷。但是，我们真的不想让
孩子增加负担了，如果再引入高考，孩子只会更
加辛苦。”

“以前我让孩子接触过不少国学通俗读本，他
还比较有兴趣。明年孩子要上高一了，如果国学成
为一门课程，还要算作高考成绩，估计孩子会反
感。”就读于郑州一所中学的学生家长王先生说。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张定勇建议，
国学进校园一定要注意策略和方式，“要充分
利用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比如墙壁标语、宣传
栏、校园活动等方式，让学生轻松快乐体验和
感受这些国学文化精粹，通过有效渗透，达到
学以致用的目的。”此外，张定勇认为，国学教
材进校园，可以先作为选修课，成为校本课
程，重在培养学生兴趣。

3月 28日至 29日，河南省国学促进会联

合河南省外贸学校举办了一场国学文化教
育。古琴、书法、国画、太极、汉服展示、汉式
婚礼等传统节目，让师生接受了一次国学文
化的洗礼。对此，河南省外贸学校校长石国
华表示，“对于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有效克服
学生懒惰、自私、任性等不良习性，为社会培
养有才又有德的学生，国学教育是个不错的
途径。推广普及国学传统文化，对于师生道
德素质教育方面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国学进校园注意策略和方式 国学引入高考要慎重

期待监管到位
让乘客司机都满意

叫停打车软件，出租车司机怎么
看？4 月 1 日，记者连线郑州出租车
司机王国顺。“对于乘客来说，打车越
方便便宜越好。对于出租车司机来
说，打车软件提供了很多单子，看上
去也不错。但目前的环境下，打车软
件扰乱了出租车市场，造成恶性竞
争，将来打车会更难。”“打车软件的
形式是好的，确实提供了很多方便。
但希望政府部门介入，提供一个安
全、公平、透明的平台，让乘客满意，
让出租车司机也满意。”王国顺说。

“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一方面
要重点执法。对于明显超出法律法
规的行为，比如私家车挂靠汽车租赁

公司进行出租运营，以及黑车活动，
应重点打击，保护消费者权益。”河
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徐宗晗认为。“建
议适度执法，保护倒逼改革的良性力
量。对于通过打车软件提供的服务，
不急于否定，待此事物发展一段时间
后再做判断。”

记者拨通洛阳市出租车管理处
电话，准备就此事进行采访，但被对
方以领导不在为由拒绝。

记者感言

等公交的时候，掏出手机就能
查看公交车离自己还有多远；想打
车，通过客户端就能预约，司机门口
等候；开车出门，随时都能知道即时
路况，避开拥堵路段……互联网+交
通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但打
车软件遇到的问题让我们认识到，
美好生活需要技术进步，更需要制
度完善。

洛阳叫停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引发网友热议——

网络新事物岂能一禁了之
□本报记者 王 涛

自打车软件问世以来，一直风光
无限，甚至被很多人称为颠覆出租车
行业的新产品。然而，由于打车软件
允许加价叫车，对司机缺乏认证机
制，服务流程缺乏监管，几度面临被
整合叫停的风险。3月 31日，洛阳叫
停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引发网友
热议。

支持：打车软件扰乱市场

@爱吃我怕胖：软件公司如何保
证乘客的安全？司机是干什么的？
驾驶技术如何？我们一无所知。尤
其是单身女性坐车，更没安全感。国
外已经有多起安全事故发生，一定要
引以为戒，真到出事了再考虑这个问
题就晚了。

@MOMO 雏森：自 从 有 了 滴
滴，不用软件都打不到车。现在很多

出租车司机以已经接了打车软件的
单子为由拒载，我个人就遇到过很多
次。打车软件不是人人都用，不是人
人 都 会 用 。 特 别 是 那 些 老 人 怎 么
办？部分人受益现状的背后必然有
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取消打车
软件虽然让出行变得稍有不便，但增
加了大众的公平性。

@惊天地泣鬼神的男人：打车软
件的契约太脆弱，爽约的情况时有发
生。有些乘客不愿等候而选择路边
招手即停的方式乘车，尤其很多时候
并未及时告知抢单的司机，致使出租
车空驶至约定地点后发现被“放鸽
子”。

反对：新技术岂能一禁了之

@昆仑神：在高峰时期本来很难
打到车，加钱也是对资源的合理定
价，不能说这就是扰乱了市场。乘客
需求就是价值，如果他觉得值，那就

没有问题。司机师傅多挣了钱，乘客
也解决了出行问题。为什么会有黑
车呢？实际情况就是没有选择。如
果出租车数量足够多，公交不拥挤，
地铁四通八达，谁还坐黑车啊。正是
由于有需求，打车软件才应运而生。

@老辛：叫停短期来看好像没有
问题了，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经济的
发展。对于各种商业创新，只要能方
便群众，都应该热情支持。有关部门
应该积极完善监管手段，想办法解决
发展中的问题，而不应该彻底扼杀。

@河之南河之北：“互联网+”的
潮流已经滚滚而来不可阻挡。未来
互联网+创新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打
车软件，会有更多颠覆传统行业发展
模式的创新。邮局不努力，顺丰就愿
意帮他努力；银行不努力，支付宝就
愿意帮他努力；通讯不努力，微信就
愿意帮他努力；商场不努力，淘宝、天
猫就愿意帮他努力！与其被动改变，
不如做好准备，主动拥抱互联网。

入 戏
3 月 29 日 上 午 10 点 ，阳 光 和

煦，春风吹拂，鹿邑县王皮溜镇普大
庄的大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
鹿邑郭窑豫剧团的“送豫剧下乡”活
动正在上演，演员们精彩的演绎和
动听的唱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图/文 大河网网友 任辉）

几个月来，郑州西三环与颍河路交叉口不断出现的
“垃圾山”，让负责此处清洁工作的环卫工叫苦不迭。环
卫队曾找多家单位反映，但至今也无法控制“垃圾山”的

“生长”。4月 1日，大河网官方微信发布此消息后，引发
网友关注和热议。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悠扬笛声”：治理不断生长的
“垃圾山”，当务之急是找到罪魁祸首。弄清楚是谁在此
处倾倒垃圾，查明他们在此堆放垃圾的原因，才能对症下
药根治顽疾。如果确实是运输垃圾有困难，那就要加强
市政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石头哥”：这样在公共场所随
意倾倒垃圾的行为，到底归谁管呢？单靠环卫部门跟着
清理也不是办法，还需要有关部门多管齐下。环卫部门
负责保障环境卫生，但是缺乏执法权，对乱倒垃圾的人或
单位没有啥震慑力。如果能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城管、公
安是不是可以考虑介入？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晓车”：垃圾越堆越多，从开始
的三轮车到现在的一卡车，难道没人挨罚吗？必要的时
候装上监控探头，看看到底是谁污染我们的城市环境，从
重处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把环保法规落到实处，让违
法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才有可能治住疯长的“垃圾
山”。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de
可乐”：垃圾堆积成山的问题，
还得从根子上解决，给废弃物
找到一个好归宿。垃圾是放错
位置的财富，要将其分类处理、
合理回收。同时，新建城区、郊
区的环卫设施也要跟上，不能
楼盖起来了、人住进去了，垃圾
却无处可去。

3月 28～29日，河南省国学会联合省外贸学校举办国学文化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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