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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亲朋自远方来，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有时却会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最近，有位武汉的女士发

帖抱怨：自家的新房，首付娘家出65万，老公一方出26万，结果老公家亲戚成天来武汉住在新房里，搞得自己

很恼火。这篇帖子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成为网络焦点。对于亲朋“蹭住”现象，你怎么看呢？

感恩教育正成为中小学美德教育的重
要一环。近日，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尚书中
学要求学生每天上课前要向老师鞠躬行礼，
弯腰 90度，停 10秒以上……该事件被报道
后，网友讨论热烈，有的说这是在发扬尊师
孝亲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在
搞形式主义。

大河网记者采访时了解到，郑州市民张志苹
女士的孩子上小学，学校曾在母亲节要求每个学
生给母亲写一封信，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张女士说：“从孩子稚嫩的文字当中我读出了感
动，读出了老师为孩子们的一片良苦用心。”郑州
市实验小学教师吴霄认为，如果学生一直作为旁
观者，就不会明白感恩的内涵。让学生参与，体会
其中的苦甜，是怀有感恩之心的基础。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腾讯网友“小丑骑士11”说：“从小培养一种仪
式感，对父母感恩，对老师感激，长大了不会忘
本，心存善良。”新浪网友“whm580107”则表
示，这个特殊校规立得好，百善孝为先，好的传
统就应该发扬光大。

也有网友认为礼仪在心不在表，大河网网
友“星空”认为，带有强制性的“道德”往往会使
得现实与预期相悖。新浪网友“鞋工厂批发店”
说：“一个人对父母，对老师有恭敬心，敬畏心，
做事才有分寸，这样的人一生都是幸福的，但是
不要只流于形式。”

河南省心理专家袁林方认为“感恩教育”
重在入脑入心，正值青春期的孩子，还不能充
分地理解和体会父母和老师的关怀和不易，因
此确实需要各种形式的感恩提醒和提示。但
是学校进行“感恩教育”也不应拘泥于形式，感
恩教育是一种情感活动，实施感恩教育要动之
以情，让学生回忆并记录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
恩的细节和事件，与其他同学交流心得及感
受。也可通过发表感恩宣言，举办感恩演讲、
感恩征文、写感恩信等一系列活动引发学生的
共鸣，激发学生的感恩情感。

父母要做感恩的榜样，要不断地从生活
中发现值得感恩的事情，并表达出来和孩子一
起分享。可以鼓励孩子给慈善机构捐赠衣服
和玩具，或者带着孩子去慈善机构做个小志愿
者，培养孩子对他人的爱心和责任感，孩子愿
意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会更懂得感恩的意义和
价值。时常引导孩子说“谢谢”“请”等表达感
恩的词语，引导孩子明白感恩，表达感恩，如此
耳濡目染，孩子慢慢地就会用积极感恩的心态
对待生活中的事情。 （梁倩文）

“感恩教育”
不应拘于形式

“码”上有精彩

亲朋来“蹭住”你会反感吗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实习生 周颖莹

知乎网友“开心就好”：请问，亲戚来

了躺你新买的沙发上（上万的）抠脚丫

子，亲戚上厕所喜欢蹲在马桶圈上、烟

头扔在洗脸盆里，亲戚往地板砖上倒水

扔垃圾，亲戚带的小朋友偷拿了你的收

藏，弄坏了你老婆首饰，你有没有意见？

微博网友“小王子”：接待亲戚可不

是住这么简单，每次有亲戚来，都要带着

去吃饭、逛景点、买特产，著名小吃我都

快吃吐了，景点也快去腻了，真的是伺候

不起啊！

大河网网友“茶大爷”：原来不知道哪

来的亲戚，孩子读大学就引上门来，几年

来周末跑家里吃饭，顺便帮他洗衣服被

子，返校还捎带给点车费零花钱啥的，毕

业走了就再无消息。

@莫小白：本人已婚，有个一岁的宝
宝。表妹在同城读大学，一次来市中心逛
街，问我能不能在家住一晚，我立马同意
了，后来她就时不时过来住。来了以后一
洗澡就占着卫生间一个小时；吃完饭啥也
不干就回房间了，孩子哭闹她也不闻不
问；吹完头弄得满地都是头发，我除了看
孩子，还得帮忙收拾……

我和老公、孩子出去玩或者吃饭，哪
里都得带着她，不让她住，也不好跟她妈
（我大姨）交代，只能默默忍着。真是一肚
子苦水没法说。

“亲戚蹭住”与“隐私空间”的问题既
体现了“传统亲情观念”与“现代独立空
间”的冲突，更有“识趣涵养”与“包容体
谅”方面“度”的把握缺失问题。首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传统的
家庭与亲情观念强调“投亲靠友”，但更
讲究“礼尚往来”与“适度距离”。亲戚在
必要或紧急时间来家中做客或借宿也未
尝不可，但太随意、频繁的“蹭住”显然超
出了“现代年轻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其
次，“追求隐私与独立空间”是新时期年
轻人的特性，无可厚非，但以此为借口而
置亲情于不顾也不合适，因为自己娘家
出钱买房或者是婆家人而非娘家人“蹭
住”而出言不逊，显然不够厚道，也是对
丈夫及其家人的不尊重，这种网上宣泄

“郁闷”的行为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再
次，面对亲情，面对传统人际关系交往方
式与现代隐私空间的“度”的处理应注重
艺术手段，而非直接宣泄。事实上，当亲
戚朋友过来时，要热情款待，积极帮忙，
为客人安排好宾馆住宿并委婉说出住在
家里的困难。

总之，“蹭住”刷爆朋友圈既揭示了
传统亲情观与现代隐私空间意识的冲
突，也凸显了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亲
情”包容能力与社会关系处理艺术亟待
提升的现实问题。换位思考、相互理解
与尊重，艺术化表达意向是恰当、适度处
理传统与现代交错的人际关系问题的重
要原则。

“蹭住”需有度
换位多思考
刘英基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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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妹“蹭住”一肚苦水

@隔壁小周：我是一名正在实习的
大四学生，家在南阳，在郑州实习这大半
年以来一直“蹭住”在大姑家。虽不能像
在自己家里那样无拘无束，但大姑一家人
对我的照顾也算无微不至。偶尔有点小
感冒他们立马拉我去看医生；家里网速

“渣”影响办公，姑父看在眼里偷偷给我网
购了无线网卡；怕我在家吃不好，还塞给
我零花钱让我买好吃的……

大姑和姑父待我如亲女儿一般，回
忆里最多的感动几乎都在这平凡的日子
里，每每想起来就会特别暖。这些我都
记在心里，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少给他们
添麻烦。

在大姑家暖心“蹭住”

私密空间不喜欢被打扰

知乎网友“夏吉吉”：我想拜访之时

的礼节大家也应该轻车熟路，有礼尚往

来，有嘘寒问暖，收放自如，游刃有余，会

做讨喜的客人，那么即使辛苦招待，也能

夺得人心头之暖。

微博网友“鸡毛掸子”：既然是亲戚，

借住这事儿可以协商一下，主人如果对

空间私密性要求比较高，又不想伤了情

分，那就提前给亲戚安排好酒店，也并无

不妥。

头条号网友“倔强猫咪”：我觉得住

的人要稍微客气点，比如来的时候不要空

手，在亲戚家勤快懂事点，帮着做做家务，

逢年过节可以给这个亲戚家的小孩包个

红包、买点礼物什么的。

“持礼蹭住”要讨人爱

自家亲戚来家住 没啥

贴吧网友“卓卓756”：家里更方便见

面，也更温暖，长久不见，想聊的天聊都聊

不完，亲戚肯定也想住家里，跟亲人在一

起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老人也都舍不得

钱，不管是他的还是我的，他肯定想着能

不花就不花。

微博网友“聂小七”：我是农村家庭长

大的，小时候放假经常是在亲戚家里度过，

很多表兄弟姐妹在一起玩还挺热闹、挺开心
制图 梁倩文

的。现在大家都长大了，也难得相聚。亲戚

来家住就住吧，不够住就打个地铺，都是自

己人，不要那么见外。

大河网网友“川川不息”：可能是我家

族观念很强吧，感觉临时住住没啥啊！亲

戚住在自己家里不是要舒服，应该是想要

这种聚在一起的感觉吧！

你最想对谁表达自

己的感谢之情？你最想

对 他 们 说 的 话 是 什 么 ？

今天，请跟随大河网记者

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吧，

扫描右侧二维码看精彩

视频。

我的天呀……
叔，把鞋换了吧……

没事，没事，

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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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决
落实中央、省、市监督全覆盖要求，近
日，淮阳县纪委创新学习方式，周密安
排部署，巧用“微信群”平台，在学习教
育中开设“手机党课”，方便党员学习，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针对
一些党员有公务在身，学习时间紧，不
便于集中开展学习的实际情况，积极创
新学习方式，充分利用新型移动互联网
技术，把精选的学习课件，通过负责人

编辑制成精品微信发送在群里，党员可
在午间休息或下班休息时间翻阅学习，
既可在工作日学习，也可在节假日学
习。通过微信群实现学习宣传全覆盖，
充分发挥了小微信“大喇叭”作用，让十
九大精神真正地入脑、入心，展现出了
纪检监察队伍的新活力。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该群里接收共享文章60余篇，
打油诗30余首，机关党员干部们的学习
热情不断高涨。 （赫建茹 王宜楠）

为全面普及安全用药科普知识，切实提高全市公众安全用
药素养，卫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主题为

“安全用药 健康生活”的“安全用药月”系列宣传活动。一是联
合医院专家开展义诊活动。聘请新乡一附院资深医学专家开展
义诊活动和“老年人健康知识大讲堂”活动。义诊活动现场，义
诊人员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了免费诊疗，同时讲解健康保健知
识；“老年人健康知识大讲堂”为老年人详细讲解安全用药、合理
用药、预病防病的日常知识，强化老年人的防病意识，提高健康
保健养生科学认知水平，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和赞扬。二是举
办药品医疗器械科普知识现场宣传活动，加强药品经营、使用单
位业务培训。该局联合13家重点医疗机构举办“安全合理用
药”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常识、公众用
药注意事项等，同时接受群众法律政策咨询，受理各类药械举报
投诉，鼓励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对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质
量负责人进行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ADR、MDR”专
题业务培训。三是开展“安全用药月”公益广告宣传。进一步唤
起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在全社会
营造安全用药、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 （李瑞元）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街道纪工委将抓好纪检
信息工作作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突破口，不断
推动街道反腐倡廉工作向前发展。一是围绕贴近
上级部门出台的最新方针、政策，从上级文件和会
议精神中抓住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报送基
层贯彻上级决策的具体部署和做法，跟踪反馈决
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二是街道纪

工委定期组织开展纪检监察信息撰写培训会议，
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结合实际突破难关和瓶
颈，并要求信息撰写人员强化自学，力争专业，提
高信息质量和水平。三是围绕贴近群众关心的难
点、热点问题，通过一系列针对性、典型性、经验性
较强的信息反映工作动态，加强纪检监察信息工
作，促进社区廉政建设。 （王雪萍 李峥）

近日，三门峡开发区国税局召开专题会议，
对照省、市国税系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重
点安排部署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精心组织，认真
落实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将十九大精
神贯彻税收工作实际；二是围绕组织收入中心工

作，明确全年工作目标，着重加强税源管理、风险
防控、纳税评估、数据核查，查漏补缺，堵漏增收；
三是以基层建设为主线，重点抓好基层党建、队
伍建设、绩效管理、数字人事、税务文化等工作，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贾红绪）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道
办积极探索纪检监察内部监督制约机
制，织密干部监管“情报网”，有效提升
干部监督管理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水平。结合监督执纪风险点，列出防控
责任清单，树立监督执纪和工作生活尺
度标杆，完善防控体系，扎紧监督执纪

“制度铁笼”，确保依规依纪履行监督执
纪职责。进一步拓展监管渠道，丰富监

督形式，通过在全市公开干部监督举报
电话，分级设置举报信箱，构建全面监
督“情报网络”，筑牢干部遵规守纪“防
火墙”。坚持抓早抓小，用好监管对象、
问题线索“两本台账”，对反映纪检监
察干部的问题线索从重从快严肃查处，
坚决剔除队伍“内部毒瘤”，进一步纯
洁干部队伍，用铁的纪律锻造监督执纪

“铁军”。 （任宝华）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认真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
败，全力打造务实清廉的城市监察队伍。通过签
订共产党员岗位建功立业承诺书、个人廉洁自律
承诺书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目标管理责任书，使党支部班子动起来、支部
工作实起来、党内生活严起来。坚持把党建工作
与党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即党建工作与党风廉
政建设、作风建设、效能建设、争先创优相结合，
营造廉政氛围，增强廉政意识。 （刘江镇）

卫辉开展安全用药系列宣传活动

多措并举抓好纪检信息工作

三门峡开发区国税局部署基层建设工作

洛阳洛龙区关林街道办推进基层监督组织全覆盖

开封示范区城管局打造务实清廉队伍

创新学习方式 积极搭建学习党的十九大平台

近日,原阳县检察院组织召开检察信息宣传调研工
作会议，研究部署新形势下原阳县检察机关信息宣传调
研工作，不断提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检察机关高效运转和业务工作顺利开
展。会议宣读了《关于加强检察信息宣传调研工作的意
见》，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白文斌同志围绕如何提高原
阳县检察机关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水平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要抓住工作重点。加强综合性文稿起草工作，多撰写
深层次专题文稿。增强敏锐性，充分利用信息宣传调研
渠道，及时反映检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对策建议。二要加强报送工作。把握时效性、真实
性、全面性、安全性，坚持及时、准确地报送各类信息宣传
调研稿件。三要增强工作合力。充分发挥该院各部门信
息源头作用，推动各部门增强全局意识和主动意识，加强
协作、整合力量、互通信息、成果共享，切实形成各部门共
同参与，协调联动的“大信息、大宣传、大调研”工作新格
局。四是切实加强保障。分管院领导要更加重视信息宣
传调研工作，优先选派政治理论素养高、业务能力好、作
风优良的同志从事综合文字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生
活上关心从事综合文字工作的同志。 （夏兴宇 靳伟）

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坚持把“文化育检”作为一项战略
任务来抓，充分发挥检察文化的教育、引导、凝聚、塑造作
用，今年来，该院着重从工作实际出发，把握检察文化建
设的大方向，开展各种形式的检察文化建设活动，有力促
进了各项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在检察文化建设中，以共同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精神文
化是核心。该院利用门户网站及时传达中央和最高检关于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高层声音，努力打造检察政治工作的
舆论阵地，强化对全体检察人员的精神塑造和思想引领。
同时，全面展示检察机关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的工作成果，
以优秀的检察文艺作品、多媒体传播形式，向公众讲述检察
好故事，传播检察好声音，传递先进的法治文化和检察文
化，打造全体检察人员共有的精神家园。以共同行为规范
为核心的行为文化是关键。该院定期深入各部门对干警检
容、办公室整洁、车辆停放、接待语言等进行检查，促进干警
文明素质的提高、行为的规范。以检察文化载体为核心的
物质文化是基础和保障。在院办公室、会议室及走廊张挂
名言警句书法作品，精心打造“文化橱窗”“文化墙”。通过塑
造特色检察物质文化，用文化环境去影响干警的价值取向
和行为方式，进一步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娄苑）

近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召开党组会议，学习讨论党
的十九大精神。会议由党组书记、检察长张保国主持。
张保国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开创检察事
业新局面。他强调，一是要提高认识，精心组织，迅速掀
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立足学深学透，将学原文与
讨论、实践相结合，将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合，丰富
学习手段，充分利用“两微一端”、门户网站、展板等载体
大力宣传党的十九大重要意义和学习贯彻情况，营造浓
厚的学习氛围。二是要把全院干警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九
大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
信”，始终保持“四个定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与各项检察工作结合起来。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找
准工作切入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要依法严惩严重暴
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等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要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公益诉讼，加强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娄苑）

近年来，随着检察机关信息化技术工作慢慢深入到日
常工作中，信息化应用更是成为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开
展检察业务，提升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有效工具。
为此，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对信息化工作高度重
视，多次对信息化应用提出宝贵建议和要求，积极利用“四
个提升”来增强内部人员维护涉密网络安全与稳定运行。
一是注重提升项目建设质量，项目建设是信息化工作的必
要保障，只有提升项目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信息化工作的顺
利开展。二是注重提升工作标准，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在维
护网络安全保障稳定运行方面重拳改善现有的制度，发现
问题及时修正，保障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注重提升
网络安全意识信息技术化发展中，保障网络安全就显得尤
为重要，通过培训让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意识有所提升，有所
改善，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说明涉密网络以及设备安全
的重要性。四是注重提升检察工作实际，服务检察业务工
作。在牧野区检察院深入推进信息化工作实际中，不仅注
重科技、设备、应用和专业化的项目建设，更加注重信息化
业务的实际应用，切实真正做到信息化技术服务于日常检
察业务的工作中，助推检察业务信息化高速发展，保障网络
安全与实际工作的稳定运行。 （王笑枫 郝晋国）

让文化成为一种力量 统一行动 开创检察事业新局面 “四个提升”维护涉密网络安全运行 原阳检察院加强信息宣传调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