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申华

只要愿意，每天都是父亲节

大河网网友“希望田野”：小时候，父亲

教我如何看世界；长大后，父亲教我如何看

待生活。为了我，他燃烧了最美的青春，感

谢有这个专为父亲设置的节日可以感恩父

爱。其实只要愿意，每天都是父亲节。

大河网网友“茉莉”：为给老爸过个父亲

节我也是蛮拼的，为他去台湾买书做攻略，

带他购置出行的衣服鞋子，准备箱子、杯子、

自拍杆，换台币安排机场接送，买新手机方便

拍照……替老爸操心是种快乐。“我已长大，

而他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他仍健康。”

此类节日大多属于商家噱头

大河网网友“球球”：父亲节更大的意义

在于唤起子女对父亲的感恩，在这天陪父母

吃顿饭聊聊天，会比买昂贵的礼物更能令他

们开心。与物质需求相比，父母更需要情感

的陪伴。

大河网网友“sunny”：父亲节属于西方

节日，其实很多节日都是商家炒作起来的，

他们借助节日打出“你知道父亲最爱喝的酒

吗”“这个父亲节带老爸去这里玩吧”等噱

头，吸引消费趁机大赚“亲情钱”。回馈父爱

无可厚非，但要理智消费。

和父亲“冷战”了一年

大河网网友“浅浅”

有段时间我和老爸的关系并不好，那时
我认为他态度强硬，总是武断的替我做种种
决定。例如在安排我相亲的问题上，他一度
想把老友的儿子塞给我。感情的事是不能

安排的，他无法理解我，我也不肯妥协。这
最终导致我和老爸长达一年之久的“冷
战”。在此期间，我不和他说话，出去旅游也
只带上妈妈把他一人留在家。

后来妈妈跟我说，在我们去旅游的那段
日子，爸爸每天都按时去喂我的猫咪吃饭喝
水，还会不住念叨：“这猫可千万别饿瘦了，
不然女儿回来看到会不开心……”我听后百
感交集，觉得父亲是非常在乎我的，只是他
不知道正确的表达方式。

为了缓和我们的关系，那一年的父亲
节，我特地赶回家，逛了好久的商场为他选
购父亲节的礼物。接到礼物的一瞬间，我们
之间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可以看出老
爸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欢喜。我们父女之
间的“冷战”结束于那个父亲节，也从此开始
互相理解，再没“冷战”过。

每天陪父亲小酌一杯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

女儿出生后，父亲来郑州帮我看孩子，
很是劳累。父亲为了供我们姊妹4个上学，
已经透支了身体，偌大年龄还要帮我带女
儿，这让我心中常怀愧疚。

父子之间不需要说什么感谢的话，我只
能尽可能地从生活和精神上愉悦父亲。每
天中午吃饭，拍个黄瓜，凉拌一盘豆筋儿，陪
着父亲小酌一杯，也是一种生活的幸福。父
亲不贪酒，每天都要喝一点。如果有时间，
我会展示一下厨艺，做些父亲喜欢吃的菜，

红烧肉、清蒸鲈鱼等，每周吃一次火锅是必
须的，这是父亲来郑后慢慢喜欢上的。

人们经常说“老小孩”，父亲也是这样，
盼着我过双休日，因为他可以“放假”了。通
常，周六周日父亲只做一件事，打麻将。打
牌归来，听父亲感慨最多的是，“再也不去玩
了，今天又输了几块钱，能买好几袋馍呢”。
这边刚说“再也不去玩了”，那边一吃完饭，
父亲终还是按捺不住，撂下一句“我走了
啊”，就又急匆匆奔赴牌场了。

爸爸，我想对您说谢谢

大河网网友“药草香”

爸爸是钻研滑翔机的飞机工程师，他热
爱机械物理，在自行车还属于奢侈品的年
代，就发明出自行车速转器并申请了专利。
他也爱花草，经常会看到爸爸穿着旧的牛仔
布工作服，弯着腰侍弄花草的样子。

爸爸我想对您说的是，我知道您最大的
愿望就是我能够自由自在地长大。我对于
世界的认识都源于您的启蒙：春天带我去飞
机场放风筝，夏天为我抓来螳螂、蚱蜢还有
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养在大玻璃罐里，秋
天带着我跑到大桥上看火车，冬天呢？冬天
带我去街边吃妈妈说不卫生明令禁止我吃
的小吃……爸爸您知道吗，女儿时至今日都
还记得。

爸爸，我想对您说，谢谢您给我最丰盛
的童年让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长大，无论您在
哪儿，女儿永远爱您。

情感关爱应在生活中细水长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牛苏林表示，近些年很多节日在不断兴起，
总体来讲是件好事。这既是社会民俗学也
是情感学方面的问题。

当下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特别
是年轻人、上班族，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一
方面，节日是缓解工作压力的客观需要。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是讲究亲情、人际关系
的和谐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活节奏
的加快淡薄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些节
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牛苏林认为，父亲节、母亲节，这些节
日唤起的是亲情，是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
传统美德。这种节日是很好的方式，应该
提倡，过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包括中国
的传统节日，像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还有春
节、中秋节等，与爱人、家人团聚在一起，是
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温情体现。

牛苏林还说，不要只在节日时才想起
父母，平常也应多去看看他们。因工作等
原因对父母和家庭疏于照顾的情况下，时
常打电话嘘寒问暖也是情感表达的重要
方式。节日只是提供一个契机，使人们把
一些日常生活中忽视的东西重新拾起，真
正的情感关爱应当放在日常生活中细水
长流。

敬畏生命别让悲剧重演

大河网网友“忘记过去”：年年都有这样

的事儿！暑假到了，希望各位家长看好管好

自己的孩子，以避免再次发生这类惨事，花

季少年，说实话，真让人疼心。很难想象这

些孩子的父母该如何面对突如其来失去孩

子的灾难。珍惜生命，别让爱你的人痛彻心

扉！

今日头条网友“问花笑谁”：一般淹死的

人，都是对生命缺乏敬畏。本人会游泳，也

曾溺过水，要不是同伴及时相救，可能已经

“光荣”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建议不要去

深水区游，这样比较保险！别拿生命当游

戏，万一抽筋或呛水，那就危险了。淹死的

大多是水鸭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生命安全教育不应缺失

腾讯网友“芦花美”：很多孩子除了读书

就是读书，什么自救知识、生存能力等都不

学！是不是该在这方面努力努力啊？学习

固然重要，但学习生存的能力才是第一位

的。强烈要求水资源丰富地区的中小学开

设游泳课程。让孩子们知水性，懂自救，比

悲剧发生了再自责实际些。

@雪晋：一些学校只重视成绩，根本就不

重视素质和安全意识。领导所谓的高度重视

呢？除了叫家长签责任书还会什么！把游泳

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学，绝对可以减少意外发

生！建议教育机构在体育课时加强游泳方面

的教育，生命教育不应在学校缺失。

出了事板子不能全打教育

大河网网友“明天夕阳”：有人说这是中

国应试教育之殇，不敢苟同。每年放假，学

校都会各种班会、各种大喇叭通知，还有各

种通知书，就是有不听话的，就是有拧的。

拧出事了吧，一想起来这些事就恨得牙痒

痒。出了事，板子不能全打教育身上。

今日头条网友“聆听世界”：希望社会和

媒体加大宣传户外游泳的危害，学校老师对

学生进行教育，家长要加强监管，以免悲剧

重演！相关部门也应该行动起来，多装监

控，有了“天眼”会更安全，孩子们都是国家

的未来啊。

呼唤生命安全教育政策出台

6月 15日，焦点网谈记者采访了郑州
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李宛
青教授。她认为，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凋落，

在引起大家对生命脆弱之叹息的同时，更呼
唤生命安全教育相应政策措施的出台，这些
生命的陨落不是哪个小区哪个个人的责任，
而是全社会每个家庭每个公民应该担负的
责任。

李宛青说：“我们不能再等待和犹豫了，
我们的教育管理机构要尽快拿出一些标本
兼治的对策与措施：把急救知识、安全常识
培训真正纳入学生课堂，按照学生年龄层设
计不同层次的分级培训内容，并和语数外一
样通过严格考核。”

她认为，具体方法可以先邀请红十字会
和急救中心的专家手把手传授日常急救方
法给班主任或相关课程任课教师，由他们在
课堂上带领学生进行急救知识教学和操
作，分年级开展急救知识理论和实操技能
竞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急救知识实
操培训室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让
急救知识和安全常识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深
化在孩子的养成教育中，并成为其受用一生
的技能。

痛定思痛，补上这块短板

郑州潜能开发协会副会长李军强认为，
当今教育，为了拼一个貌似确定有前途的未
来，输了太多学生及其家长的现在！就事论
事，中小学生、准大学生溺亡，还有去年多起
女大学生被骗被害，都暴露了当今教育的一
个短板：生命、生存、生活素质教育的缺失和
流于形式。如何痛定思痛，补上这块短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了解下各地先觉先
行者的做法，如云南的三生教育，台湾的生
命教育和生活素质教育，日本和德国幼儿教
育体系中对己对生物和生命的关照部分，都
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从自我教育开始，由己
及人，生命安全教育或会少些负面事故，多
些正面案例。

●● ●● ●●

大河网网友致敬父亲节——

爸爸，我想对您说“谢谢”
刚告别了五月的母亲节，六

月，父亲节又要到了。日前在大河

网眼遇社区亲子版块发起的“约爸

爸孩子免费拍大片”活动，一经推

出就获得网友的广泛报名参与，同

时这项活动也引发网友对于父亲

节的热议。

河南34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央
财政支持范围，网友说——

老村是我们的根和魂

乘务人员再次被打
“上帝”不能无理取闹

大河网评

□贾婉璐

6 月 12 日，海南航空 HU7041 自太原飞往重庆。

两男性乘客企图免费升头等舱，被制止后辱骂并殴打

空乘及空警，致 4名空乘及 1名空警不同程度受伤。受

此影响，飞机晚点两小时。海南航空称，打人乘客被

警方带走调查，海航申请将两人列入“旅客黑名单”。

太原市机场警方称，案件仍在调查中。（6月14日大河
网）

近几年，乘务员等服务人员被打的新闻已屡见不

鲜。服务行业在“上帝”面前，忽然变成了“弱势群

体”。去年 8 月，在动车上，旅客一家 12 口人对车长和

列车员殴打；今年 2月，大巴车上，一位男乘客“重拳出

击”乘务员；今年 3月 8日，上饶市团委干部拖家带口硬

闯高铁火车站检票口，殴打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如此行为不胜枚举，令人发指，更令人惊叹！为何

在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上帝”们却变得越加暴

躁？笔者认为，“上帝”变暴徒应从以下几方面“治理”：

首先让“上帝”明白消费者并非设身“法外之地”，

消费了就可以“无法无天”是不可能的，海航乘客殴打

乘务人员一事，海航将根据中国民航局及中航协《民航

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将两名涉事

乘客列入中国民航“旅客黑名单”，并将坚决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另外，消费者应提高尊重他人的意识。部分

人总是对待服务行业产生极端的偏见，认为自己花了

钱，就是高高在上的“尊享者”，服务人员就应“俯首称

臣”满足消费者所提的任何要求，甚至百般刁难凸显钱

花得“值”，却忘了“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同时，服

务人员更要学会自我保护。服务人员在服务中如遇到

蛮横无理的消费者时，首先应好言相劝“以理服人”，绝

不能“顶风上”，得理不饶人，从而激怒他人。

对施暴者的“谴责”和“声讨”比比皆是，可是不足以

惩恶扬善，更没办法停止。笔者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公正

公开的处理结果，这不仅是为了抚平被打者受到的伤

害，更是为了让文明出行在法律的保障下走得顺畅。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文化课与生命教育相比，哪个重要？

□本报记者 孙华峰

□本报记者 张磊

近日,住建部等部门公布了2016年列入中央财政
支持范围的 750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涉及 23个省
(市/自治区)，其中河南省共有 34个村落入选。至目
前，河南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传统村落共有99
个。6月 15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该消息，引发
网友对传统村落的关注和热议。

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
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网友“厚德养正”
说，很多传统村落虽然名不见经传，甚至看上去一点也
不起眼，但是它们却承载着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我们
应当多关注，让这些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网友“吉
吉”说，城市的发展让很多人住进了高楼大厦，钢筋水
泥的世界总让人觉得缺少了文化气质。俗话说“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村落，实际上反映了相对应地
区人文风俗，折射出以生产生活方式和民风与习俗为
重要内容的不同的文化内涵，老村才是我们的根和魂。

据报道，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
363万个，到 2010年已锐减为 271万个，这意味着每
天要消失200多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有学者
称，“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
认真翻阅，它们就消失不见了”。网友“残荷听雨”认
为，一些古村落的消失，主要是因为保护不当，村子生
活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村落贫穷落后留不住村民，商业
开发也容不下村民，如果村落建设只见物不见人，它就
会像没了神、丢了魂，失去了“烟火气”的滋养。对于传
统村落的保护，网友也纷纷建言献策。网友“笑笑乐”
说，传统村落的保护涉及建筑、文化、经济、社会、观念
等方方面面，因为这是活态的保护，它需要的不仅仅是
修缮房屋、环境，更重要的是对当地原生态的生活气
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适应的建设，
把根留住才能重获新生。网友“song”建议：“把一些
现代规划设计理念、生态文明理论等与村落建设结合
起来，让村落发展更加科学化，也许这些村子就是我们
未来的发展空间呢。”

“爆一张父子
照，感觉棒棒哒。”
图为大河网网友
“xiaolidixi”提供的
父子合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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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刚参加过高考的学生，没

有等来大学录取通知书，却收到了

死亡通知单，在一水库溺亡，这是6

月10日发生在广东省揭阳市的事，

令人扼腕叹息！这一事件引发网友

热议，每年暑期，河南各地也会有溺

亡事故的发生，溺亡者中学生占了

多数。如何有效预防此类安全事故

的发生，是各地每年都要面对的课

题。网友认为，教书育人，首先要教

会孩子生存的技能，水上安全知识

应该多走进校园。

6 月 13 日
上午，郑州、荥
阳两地海事执
法部门在荥阳
市二小启动首
届“水上安全知
识 进 校 园 ”活
动。 程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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