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制伤了亲情少了年味
大河网网友“龙行江湖”：一家人吃个年夜饭

也要 AA制，确实不合国人习惯，让人觉得既生分
又尴尬。我感觉年夜饭 AA 制太缺乏人情味，让
家的味道变了。

@老骥丹心：年夜饭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
一种味道，更是一种情结，需要家庭氛围的烘
托。本应该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在桌旁共叙亲
情、守岁迎新。现在很多人连年夜饭也懒得做
了，走出了家庭，却淡漠了亲情。

@细科：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图的就是一个
团圆，为的是亲情。倘若回家后 ，一家人吃个年
夜饭还需各自掏腰包，那还是一家人吗？这样既
伤了亲情，也少了年味。

AA制能分担各家经济负担
@我的后半生：AA 制还算公平合理，吃年夜

饭图的是快乐与和谐，如果轮流出钱赶上经济状
况不好，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这年夜饭吃的就
没滋没味了，年夜饭也该与时俱进，该 AA制时就
得 AA制。

大河网网友“树下小草”：老话说“亲兄弟，明
算账”，在眼下这个重商的时代更有其合理性。好
的做法一点点慢慢做起，多年以后就习以为常了。

大河网网友“lucy猫”：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
所爱，AA 制有人喜欢有人忧，大过年的何必呢？
但形式似乎可以变通，如事先约定好，由做东的
先垫付事后分摊，或按标准轮流做东等。

@愚公鱼工：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代该结束
了。AA 制和亲情无关，如果说有，也是更亲密
了，而不是表面亲，背后心疼钱。

亲情别因一顿饭钱散了
@一棵树的森林：大家庭可以设置家庭基

金。不是每年只吃次年夜饭，家庭成员不管谁有
困难都可以使用家庭基金。要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使这个家庭越发展越和谐，越有人情味。

大河网网友“屯里的文化人”：年夜饭重在家
人团聚，不要因为钱而伤了感情。年夜饭也不一

定非要去饭店吃，在家里面做几个家常菜，一家
人围坐桌前，平淡中也能体味幸福。去酒店吃了
年夜饭，最后因为各自买单而闹得不愉快，这就
得不偿失了。

大河网网友“片刻永恒”：团聚的亲情别因一
顿饭钱散了。吃年夜饭的目的应该放在亲情团
圆上，大家热热闹闹，更显得有浓浓的亲情，无关
斤斤计较，无关面子，无论哪一种消费方式，只要
别少了家的味道就好。

家常菜透着幸福的味道
大河网网友“ADHA”

我的父母已经 80 多岁高龄了，养育我们兄妹
七人非常不易，以前过年能吃顿带肉的饺子对我
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了，
每逢除夕，大家都要回到母亲家里，全家上阵准
备年夜饭。我和兄弟们负责炸莲尖儿、烧肉，准
备蒸碗，妹妹们就负责烧菜和包饺子，家里的孩
子们张罗着贴春联、放鞭炮。盘饺子馅儿是母亲
的拿手活，姊妹们围着母亲包饺子话家常，母亲
总是轻声提醒着“要压着边擀，中间厚四边薄，煮
出来的饺子才最好吃”。

年夜饭开桌前，一家 20 多口人围成两桌，先
由孩子们挨个给母亲拜年，母亲高兴地拿出早早
就备好的红包给他们。每当这时，母亲总会说：

“看着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我这辈子活得真值
了。”虽然我们家的年夜饭都是家常菜，但是却充
满了幸福的味道。

AA制让吃饭不用抢着付钱
大河网网友“橄榄树”

过年是家里亲戚难得一聚的时候。我们这
一代多是独生子女，家里几个表兄妹就显得格外
亲近。以前年夜饭都是一起回奶奶家吃，二叔总
是会提前几天就把菜备齐，除夕下午爸妈和姑姑
也会早早到奶奶家准备食材。这几年，我们几个

孩子陆续工作、成家，过年了兄妹几家也想要聚
聚。去年除夕夜，我们在奶奶家陪着父辈吃完年
夜饭，趁着他们看春晚的时候，我们几个年轻人
找了家饭店单独出来喝了几杯。结账的时候，兄
弟几个都抢着去付款，在那推来挡去了半天。最
后还是大哥提议说：“你们也别争着买单了，要不
咱们就 AA 制吧，不然以后每年聚会你们都这么
抢来抢去的，没抢上付钱的人，还总得想着回来
再请一顿。干脆咱们现在定下规矩，以后干啥也
都不用争了。”听了大哥的话，大家都觉得挺有道
理。如今我们表兄妹们再聚在一起吃饭，都是
AA 制，大哥负责结账，我们各自从微信上转账给
他，这都成了我们几家聚会的惯例了。

年夜饭是身份的认同
“能够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是一家人，选择 AA

制吃年夜饭可能把经济账算清楚了，但是感情账
要怎么算？亲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河南
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彭恒礼在接受焦点网
谈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很多人吃年夜饭选择去酒
店，不想在家里忙活几天煎炒烹炸的，想把时间
腾出来准备年节的其他活动，这从社会发展来看
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去酒店吃饭就一定会牵扯到
谁出钱的问题。

古时候的年夜饭，大点的家族能有好几百口
人，祭祖之后会到宗祠里面过除夕。这种宗族平
常会有一些公共经费，除夕由宗族出面组织家族
的人祭祖、吃饭。像这种宗族里面这么多人，他
们之间的关系有的比我们现在家庭的亲戚关系
还要远得多。彭恒礼说，“年夜饭并不单纯是一
顿饭，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你在这个世界上跟
谁最亲最近，从这顿饭中就能看出来。”

彭恒礼认为，年夜饭是从农耕时代就开始流
传的，用现代理念去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
度，不然容易出现矛盾，只有摆正心态才能化解
情感危机，过个幸福美满的春节。

话题
背景

近日，武汉的李女士在网
上发帖吐槽称，往年家里聚餐
吃团圆饭都是“轮流请客”，今
年一位家庭成员提议年夜饭
AA制。大家族 20多口人在餐
馆吃完年夜饭，每人掏出 100
元支付各自的饭钱，结完账不
欢而散。李女士的吐槽引发网
友热议，有人认为AA制年夜饭
让人觉得既生分，又尴尬；也有
人认为 AA 制年夜饭更公平合
理，也不容易发生矛盾。

山西太行中学高三的一个班级，为激励同学们
努力学习，挂出几幅非常“正能量”的标语：“不学？
将来别人壁咚的墙就是你砌的；人丑还不多读书，哪
儿来的自信？还玩，说你呢！我一定不会就这样轻
易地 go die。”（1月 30日 大河网）

仔细推敲起来，这些“雷人”标语还有一些不妥
之处。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苦战 60天、全力备
高考”等传统标语不同，这些“雷人”标语，往往借助
网络言语和夸张修辞，来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特立独
行的一面，特别是争议字眼的出现，经常引来网络、
舆论纷争，甚至会引来网友间的一场“口水战”。

就拿这几条“雷人”标语来说，话外的道理其实
很简单：如果你不努力学习，那么你以后所从事的职
业极有可能是砌墙等简单、辛苦的体力劳动，职业不
体面，收入、社会地位肯定不高；如果你的外貌不佳，
你还不努力学习，用知识来充实自己，那么，未来的
人生道路上，又靠什么与别人竞争，自信又该从何而
来？然而，引发众多网友争议的关键和核心，依然是
一场学习会否是人生成功的唯一道路的纷争。

其实，关于类似这样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实
践也证明，学习成绩也并非是成长、成材的唯一标
准。我们先姑且将这一讨论先放一放，仅就“雷人标
语”而言，“雷人”的背后，更要多多关注其内涵、本意
以及激励表达。

一方面，不到四个半月时间，这批考生即将走进
考场，开始人生的第一场“挑战”，在当前的复习、攻
坚期，更需要用一些“激励”为他们加油打气，“雷人”
标语，虽然词语夸张，但是，总体来看，都属“正能
量”，激发精气神，是关于正面的激励。

另一方面，在“读书无用论”“高考人数走低”等
现实语境下，激励更多地青年才俊努力学习，务实担
当，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积蓄知识，增长本领更为
关键和紧迫，“雷人”标语虽“雷”，但是，更是一则善
意提醒和舆论引导，因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
无疑是一条最有效、最可行的通往成功的道路。

因此，对于“雷人标语”，于社会公众而言，无须过
多的讨论、纷争，将其当作一剂“笑料”，一笑而过即
可。于高考考生而言，读懂“雷人”标语背后的励志表
达，借用“雷人”标语为自己加油、打气，才是正解。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你是否赞成家族年夜饭 AA 制？网友热议——

团聚的亲情别因一顿饭钱散了
□本报记者 张 磊

近日，一家媒体通过问卷，对 2002 人进行了
一项调查发现，76.2%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有很多
追捧“网红”的人，绝大部分受访者对“网红”的评
价都是“搏上位”“庸俗”和“无节操”等贬义字眼。

有人说，每一个“网红”的背后都有幕后推
手，有一个无形的利益链在推动，并且正在拥有
非常简约快捷的变现能力。网友认为，我们需要
社会各界合力引导网络文化潮流，需要有关部门
对网络推手的炒作进行管理，需要更多传递积极
向上能量的“网红”。

网聚观点
让庸俗和没节操的“网红”走远些

大河网网友“芦苇丛中”：要么性感，红唇丰
胸大长腿；要么清纯，大眼毛衣长马尾，最好兼
而有之。现在的“网红”，一般都要盘靓条顺，多
是模特一众女孩，还要有“玛丽苏”式的矫揉造
作与无病呻吟，文艺气息浓重。说实话，看到这
些“网红”都想吐了，但群众喜闻乐见，没办法，
不过审美疲劳是早晚的事。这些网红只能是昙
花一现。

@笑醉天：想出名就要搏出位，想想现在的
“网红”也不容易，靠媚俗和背骂名来博眼球。对

于这些人，只能说是悲哀，为了赚钱和成名，什么
都不要了。还是离这些“网红”远些好，免得惹一
身骚。今天出个芙蓉姐姐，明天又有“孔雀妹
妹”，网友会产生消费疲劳。

“网红”正在形成变现平台和产业链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网红折射出一种社
会现象，每一个“网红”的背后，都有一个深谙网
络传播方式的推手团队，帮助他以一种超出常规
和现象的方式走红。想想也是醉了，就是这些无
聊的人，居然把这种无聊的事做成了产业链，还

能成为变现平台。于是，最有情怀的系列人物层
出不穷，或许，是我们自己也太无聊了吧？

@王运涛：有一类“网红”，把自己嵌入一个
产业，例如时尚产业，背后其实更多是经济利益
和公司力量在推动。当前，国内的“网红”风水轮
流转，你出场后他登台，恰恰是网络时代大众拿
无聊当有趣以及文化贫瘠因素使然。

让“网红”传递正能量

大河网网友“岱宗肤黄”：在西方，很多“网
红”都是行业的公共意见领袖，他们是用心在推
动行业进步，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
我们的“网红”不能只是娱乐大众，要跟上时代的
步伐，把握时代的敏感点。期待徐铵、余润泽这
样的“网红”人物再多些，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

《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和《村长开会》等作品，传递
更多的正能量。

@生命的桥：净化网络空间，引导网络文化，
应该培养一些我们真正需要的“网红”，哗众取宠
只能红得一时。推动社会进步，平民需要有自己
的网络英雄和精神寄托，这要靠正能量的积累。
如果操作得当，谁能说“网红”经济不是一个缔造
草根传奇的平台？网络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专家观点

做正能量“网红”应追求真善美

2 月 1 日，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杨旭东
接受采访认为，“网红”现象是虚拟空间里的特殊
社会现象，是社会开放多元的一种体现，如果对
这些现象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应该说良莠不
齐，不能一概而论。

杨旭东说，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时代，也
无论是在现实社会里还是在虚拟空间里，真善美
是任何一个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底线。公
众所追求的“网红”，首先应该是真善美的，才是充
满正能量的；其次，无论“网红”们意欲达到何种诉
求，应该是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不对他人构成伤
害为原则，最后，应该是以遵守法律为底线。

他认为，我们批评的“网红”多是一些不符合社
会常理、带有人为操控和利益诉求性质的现象。应
该说，这种“网红”现象与现实社会互为注解，是物
欲膨胀、浮躁虚假不良社会风气的反映，而这种风
气又助推了“网红”现象的发展。此类“网红”的存
在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一是整个社会风气
使然；二是从众、猎奇、无聊空虚等心理使然；三是
对社会常识、常规、常理的逆反心理使然。

社会需要更多正能量“网红”
□本报记者 孙华峰

读懂雷人标语背后的励志
□吴 俊

1 月 29 日下午，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荣华社区
老妈妈服务队理发小分队一行 11 人，来到颐和老年公
寓为老人理发、剪指甲、打扫卫生，为老人送温暖迎新
年。

来源：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供图：大河网网友“好人 006”

理发剪指甲 过年了

“网红”的背后一般会有专业推手。

“近日，一份网友自制的‘中国孝心地图’在网络
上迅速走红。该地图不仅显示全国 30 多个省份的
孝心指数，更有各省孝心指数详细排名。其中，河
南、山东、安徽位列孝心省份前三名。”2 月 1 日，此消
息经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网友认为，榜单虽然有先后，但是孝心不分
大小。网友“simon”说：“河南这次雄踞榜首，作为
一个河南人我很骄傲。但是这样一个网友制作的
孝心地图，大家也不必把排名看得那么重，更不应
该搞地域歧视。更重要的，应该是唤起更多人及
时尽孝，多关爱家中的老人。”网友“风华正茂”则
认为，这样的分省排名，更多是依据某些数据排出
来的，可以体现出各地的部分风俗习惯，但是排名低
的地方，未必就是居民普遍不够孝顺，只是表达孝心
的方式不同罢了。

河南的排名高居第一，大家认为并不是毫无根
据的。网友“晓之车”认为，河南民风淳朴，保留着传
统的文化礼仪，对长辈尊重有加，这恐怕是河南能够
取得理想成绩的重要原因。网友“工大因扎吉”说：

“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对父母长辈都很孝顺。家
里老人生病了，都是抢着在医院陪床。”

马上就要到猴年春节了，网友看到孝心地图纷
纷表示，趁着今年春节回家一定要多孝顺长辈。网
友“青楼居士”说，弘扬良好家风 ，这也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而孝道更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应该好好传承和弘扬。看到网友自制的孝心地图，
我也想我的爸妈了，真想赶紧回家，帮妈妈洗洗碗，
帮爸爸捶捶背。网友“兔小白”认为，百善孝为先，

“孝”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孝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切入点。每个人都会变老，如
果自己能够孝顺父母，你的行为会潜移默化影响你
的子孙，将来子孙也会孝顺你。

网友自制孝心地图引热议
□本报记者 黄岱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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