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春晚小品《占位子》引发网友热议

“C位”再抢眼，抵不过长情的陪伴

新闻事件：2月 1日18时40分，三门峡灵
宝市故县镇卫生院的护士彭露露在回家途中，
发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被撞倒，肇事人逃逸。
她拨打120急救电话后，马上跪地对伤者进行
紧急救治。半个多小时后，120急救车赶到，彭
露露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悄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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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舆情暖焦点

“网”闻问切

用爱点燃生命之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2月6日0时31分，腾讯新
闻网首发相关报道，此后，人
民日报、大河网等多家媒体
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2月
13日 12时，全网相关信息
共有436条。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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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小伙勇救落水女孩

新闻事件：2月5日，洛阳偃师市一游乐场
游船发生倾翻，造成多名游客落水。市民解亮
亮顾不上严寒，跳入水中将女孩救出。事后，
解亮亮说：“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想尽快救
人。”他表示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事件，还会毫
不犹豫出手相助。

融媒工作室 出品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中原庙会，是最富有中原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淮阳太昊陵庙会、浚县古庙会、开封万岁山春节大庙会、道
口火神庙会、郑州城隍庙会……寄托了人们祛邪、避灾、祈
福的美好愿望，太昊陵庙会曾创下日
接待游客83万人的纪录。让我们紧
跟民间艺人的脚步，赶一趟热热闹
闹、红红火火的庙会，在锣鼓喧天、喜
气洋洋、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原庙会
的繁盛，品味中原文化的魅力，体悟
中原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原庙会红红火火

□李倩

本期“老家河南”推出的 8

部微视频作品，带着浓浓的中

原文化韵味，从田间地头到城

市楼宇，从舌尖味蕾到民俗庙

会，以一个个“细微”的角度呈

现出古老底蕴与现代发展并存

的河南，让我们领略到大美河

南的厚重文化底色。

这里是彩色的河南。“人间

至味是家宴。”《信阳腊肉家的

味道》把家乡的味道端上餐桌，

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找到家的方

向；《千年唐三彩“焕”新颜》《飞

针走线绣春秋》《淬炼技艺钧瓷

出彩》关注到唐三彩、钧瓷、汴

绣这些古老的技艺传承，在历

史的淬炼中，他们依旧散发着

历久弥新的色彩。

这里是温暖的河南。《地平

线下的古村落》新年灯火通明，

锣鼓家宴的总角之乐有种别样

趣味；《中原庙会红红火火》则

把记忆带回到儿时躲在幕后听

说书的小确幸中，红红火火的

故事也让日子有了好兆头。

这里是追梦的河南。《飞行

人生成就梦想》和《“高姐”的双

城生活》展示了高速发展中的

河南侧影。拼搏进取、持之以

恒也让 80 后飞机研发师张垚

和第一批“高姐”唐美离梦想越

来越近。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

们都是追梦人。让我们在新的

一年里，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

争朝夕的骨气、坚忍不拔的毅

力，努力奔跑、勇敢追梦。②7

2012年，京广高铁郑州至武汉段开通，唐美也成为中
原铁路第一批“高姐”。6年多来，她从列车员一路成长为
列车长，见证了郑州成为米字形高铁枢纽的历程。她的爱
人也是一名列车长，两个人因高铁而
走到一起。每天，他俩在高铁上往返
于两个城市之间，这既是他们的本职
工作，也是他们的幸福生活。

高铁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出行方
式乃至经济版图，把越来越多的追梦
人连接在一起。

在天空中自由翱翔，这是 80后张垚心中的梦想。
他不断探索，从造航模飞航模到专业领域的无人机生
产，再到载人飞机的研发设计制
造，付出了 13年心血，把爱好做成
了事业。如今，他的团队生产的无
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航拍测绘、森
林防护、农业植保……未来，将会
有更多的人驾驶着他们制造的载
人飞机翱翔蓝天、成就梦想。

“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
入户不见门，闻声不见人。”这是
三门峡陕州地坑院的真实写照。
爱美丽，一名就读于河南大学的
留学生，带你走进这别具一格的
地坑院，领略陕州剪纸、捶草印
花、澄泥砚、
锣鼓书、穿山
灶、十碗席等
特色民俗文
化，感受岁月
积淀下来的
别样风情。

高水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
悉心钻研，千锤百炼，终于复活沉睡
千年的唐三彩制作工艺，在古老与
现代的完美融合中开辟了唐三彩艺
术的新天地。唐三彩，是盛行于唐
朝时期的陶器，因其釉色以黄、绿、
白为主，故称唐三彩，又因多出土于

洛阳，也称“洛阳唐三彩”。

千年唐三彩“焕”新颜

汴绣是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瑰宝，以绣工精致、格调
高雅、色彩秀丽而闻名海内外，尤其善于绣制古代名作、
历史长卷作品。“汴绣皇后”王素花技
艺炉火纯青，她曾携作品《清明上河
图》代表河南省参加了1959年国庆
十周年献礼。虽然已经80多岁，但
她精神矍铄，目前正带着两个孙女和
高徒，抓紧绣制一幅精品版的《清明
上河图》，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

飞针走线绣春秋

钧瓷产于禹州市，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
独特的釉料和烧制方法所产生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的神奇窑变而闻名于世，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任星航出身于神垕镇钧瓷世家，

致力于钧瓷烧制，不仅成功复原了宋
代双火膛结构钧瓷窑炉，还恢复了钧
瓷柴烧这一久已失传的传统工艺，在
变化的时间中淬炼永恒的技艺，造就
出五彩斑斓、变化万千的釉色。

淬炼技艺钧瓷出彩

在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
国”之称的信阳，年关时，家家户
户屋檐下的腊肉是家庭幸福的
标记。袅袅炊烟中微微晃动的
一排排腊肉，充满了年的韵味和
家的温馨。正是这种老家的味
道，召唤着在外打工的信阳小伙
卢焱回到家乡商城县开起了农
家乐。他用
传统手艺精
心晾晒出信
阳 腊 肉 ，热
情招待前来
旅游的八方
宾客。③5

信阳腊肉
家的味道

扮靓出彩河南
的文化底色

“高姐”的双城生活

飞行人生成就梦想 地平线下的
古村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贝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元宵节是春
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环节，而作为元宵节
重要的习俗——猜灯谜，从南宋至今有七八
百年的历史了。

2月 12日，正月初八，在距离元宵节一
周倒计时之际，大河报·大河客户端推出“出
彩元宵节倒计时”线上猜灯谜活动，通过大河
客户端、大河报微博、微信，向大家发布谜面，
每天一个。谜底自然是跟咱河南有关。只要
你关注河南发展，自然就能猜到啦!

除了最传统的汉字拆分拼接猜灯谜的方
法，还会有诗词填空、历史典籍、简笔画、视频
小场景演绎等形式。

另外，今年还将利用抖音平台，将谜面通
过视频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更多年轻的网
友参与到这一古老的习俗中。而在不同平台
也设置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朋友圈主打静态
海报，微博和抖音主打短视频，大河客户端将
会图文+视频全面呈现。现在第一期和第二
期谜面已经发布，你猜到了吗?③9

带着浓浓的中原文化韵味

“老家河南”微视频再次走红网络

记忆中原
品味河南

大河出彩元宵
邀你线上猜灯谜

2月3日11时15分，人民网
河南频道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人民日报、新华网、光明
网、环球网等多家媒体转发
报道。截至2月13日12时，
全网相关信息共有18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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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95后白衣天使跪地救人

融媒矩阵

声音
“在小品中看到熟悉的影子”

小品《占位子》中的情节，最令人
啼笑皆非的是，费尽心思抢位置的家
长，却因平时疏于对孩子的陪伴，连
教室都走错了……

小品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家长热
烈讨论。“一开始觉得挺好笑的，但仔
细一想还真是折射了现实。”学生家
长陈先生说，在我身边，每个角色都
能找到类似的人，包括我自己，也刚
贷款买了套名校学区房，可以说，让
孩子上好学校、进好班级，这应该是
很多家长的期待。

网友也纷纷表达观点：
@本小仙：小品讲出了我这个老

师的心里话，教育不能只靠学校和老

师，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离不开家长。

@大漠绿洲：小品中有关休闲娱

乐区、养老区的说法挺现实，希望学

校可以科学排位，别让位置成为另一

种名次。

@元之不凡心之所愿：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愿父母抽空多陪陪孩子。

观点
适合对孩子是最好的选择

家庭是孩子诞生与成长的摇篮，
小品呼唤起社会对家庭教育的关注。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老师姚敏
说：“教室里给孩子占再好的位子，也
不如家庭教育陪伴孩子。”她认为，教
育孩子就像种树，老师和家长合力适
时浇灌，到季节剪叉枝，树木才能挺
拔生长；而陪伴是一份耐心、专注和
倾听，需要心无旁骛，高质量的陪伴
远胜过抢来的资源。

“在社会压力的层层传导下，家长
们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小品折射出

的正是家长普遍存在的焦虑感和当前
家校合作、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河
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汪基德说，教育
是学生成长的过程，来不得半点急功
近利的浮躁，家长需要放平心态，适合
对孩子是最好的选择。

措施
推动家校建设形成合力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加
强家庭教育”被列为 2019年全省教
育重点工作之一。

省教育厅明确，要推动家长学校
建设，充分发挥各级教育系统关工委
自身优势，在家长学校、家教讲师团、
指导师培训和服务、教学教研、经验
交流、理论研究等具体业务方面加强
指导，提升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
水平，把家长引导和培育成立德树人
的一支有生力量。③5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

“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在今
年央视春晚上，围绕教育话题的小品《占位子》，讲述了各路家长使
出浑身解数抢占教室“C位”的故事，成为今
年的“爆款”节目之一。

小品令人捧腹，也让很多家长不
由地对号入座、自我反思，有
关家庭教育、成长陪伴

的热议在网上掀起。

漫画/王伟宾

抢“C位”
不如多陪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孙华峰 王双飞

“洛阳唐三彩、神垕钧瓷、开
封汴绣、中原庙会……”伸手一摸
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是秦砖汉

瓦。近日，几部带着“老家河南”

标签的微视频由于作品形式新

颖、题材生动、故事感人接地气，
再次走红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