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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评弹

走笔观花

我常常梦见你打我的情景，半夜醒
来难以入睡。

———山西吕梁某小学一名四年级
学生所写的内心独白 《老师我想对您
说》在网络平台传播，该生用 2000 余字
记录了被老师惩罚后的感受，引起了广
泛关注。

回去我就嫁给他。
———一对在四川九寨沟游玩的情

侣 ，返回成都途中遭遇地震 ，突然有块
飞石砸进了后车窗，该男生一把抱住了
女友， 打开外衣将她紧紧裹在衣服里。
惊魂未定的女孩在描述地震情况时，表
情中带着一丝甜蜜。

买装备时没想那么多，因为在兴头
上，就买了。

———陕西西安的李女士将上三年
级的儿子送到广西孩子爸爸工作的地
方，孩子爸爸杨先生发现银行卡里的钱
少了 1.8 万余元， 查询流水后发现，这
些钱都买了游戏装备。 面对质问，孩子
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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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守法有奖
8 月 8 日， 中国好司机之高速公路

亿万公里零违法挑战赛在河南郑州启
动。 只要车主在 99 天时间内高速驾驶
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就有机会获
得一吨汽油、汽车使用权等大奖。

驾驶员“零违法”，本来是起码的底
线，不违法有奖，这起点显然太低。如果
以此类推，难道生活中遵守其他法纪法
规、行为规范，也要逐一以大奖去激励
吗？ 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
乎中，不免为下”。这显然是降低了法纪
法规、行为规范对人们的要求，后患无
穷。 而且这样的奖励只是在 99 天时间
之内有效，之后“零违法”就没有任何奖
励，也有失公平。 （夙伟 ）

人生是跋涉，也是旅行；人生是等
待，也是相逢；人生是探险，也是寻宝；
人生是泪水，也是歌声。

人生如戏，必读懂角色；人生如戏，
必适应角色；人生如戏，必演好角色；人
生如戏，必创造角色。

（据华夏箴言网）

超前教育
□宇飞

孩子 2 岁就开始背诗
词、小学就开始学物理……
类似这样的超前教育，对儿
童无异于揠苗助长，也是对
孩子的无情伤害，可以视为
一种暴力教育。 暑假过半，
一些家长花费颇多，为孩子
报“超前教育”补习班的消
息频出，引发社会对超前教
育现象的讨论。

所谓超前教育，就是指

不符合孩子年龄段的一种
教育。通过要求孩子提前学
习大龄孩子的知识，达到看
上去“比其他孩子更聪明”
的状态。 这一错误的教育方
式，不仅违背教育的基本规
律，也是对孩子身心健康的
一种伤害。过早地给孩子增
加压力， 让孩子不堪重负，
产生厌学心理，贻害无穷。

现实中，一些家长不顾
孩子的喜好，将超前教育视
为成才的捷径，在这种教育
下，不仅让孩子失去了童年
的快乐，家长往往也是心力
交瘁，焦头烂额。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
每个家长的心愿，家长希望
儿女成才，无可厚非，也是

人之常情，但是实现这种愿
望却不能以损害孩子健康
成长为代价。 没错，在应试
教育下，孩子的分数无疑是
最重要的，但是追求成绩也
应该讲究方式方法，要循序
渐进、按部就班，而不是急
于求成，揠苗助长。

教育是有规律的，什么
年龄的孩子应该学习什么
知识， 有着严格的规定，正
常的教育都是根据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理解和接受能
力来设置的， 超前教育，不
仅破坏着科学规律，也给孩
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要知道，不同年龄段孩
子的理解力和接受能
力都不一样，让小学的

孩子学习初高中知识，不仅
是对孩子的一种压迫，而且
教育效果也很难保证。 这种
无视孩子理解力和接受力，
不顾孩子身心健康，强行灌
输的教育模式也是一种暴
力行为。

超前教育违背了教育
的基本规律，家长应该充分
认识到这种教育行为的危
害，应戒除焦虑和浮躁的心
理， 尊重和相信学校教育，
作好家庭监督和配合即可。

（作者单位： 南阳汉冶
特钢有限公司）

角色互换
□王长锋

前不久，笔者看到了一
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假如
莫泊桑的〈项链〉发生在中
国》，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
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先生。
文中进行了一个让人颇感
兴趣的假设， 诚如作者所
言：“我把《项链》重写了一
遍，当然，所谓的重写是不
存在的，我只是在电脑上做
了一个游戏，我把玛尔蒂德
的名字换成了张小芳，把玛
尔蒂德丈夫的名字换成了

王宝强，把富婆弗莱思节的
名字换成了秦小玉，几分钟
后，汉语版而不是翻译版的
《项链》出现了……”

然而， 令人沮丧的是，
虽然仅仅是替换了几个中
文名字，汉语版的《项链》就
面目全非， 它漏洞百出、幼
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
无所依据。 其根本原因在于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信仰、契
约精神和人人都愿意遵守
的道德底线。

这篇文章激发了
笔者进行“角色互换”
的强烈兴趣。 以此类
推，笔者把《复活》中的

聂赫留朵夫换成张某某、把
《罪与罚》 中的拉斯科列尼
科夫换成李某某、把《钢铁
是怎么炼成的》中的保尔换
成王某某……或者相反，
把我们四大名著中的贾宝
玉、宋江、诸葛亮、唐僧置
换成外国的某某斯基、某
某夫等。一番琢磨之后，你
会发现有些平日里难以臆
想到的东西会产生巨大的
反差和强烈的对比， 使人
在“戏谑”中发现一些闪耀
的智慧之光， 关乎人性的
差别、 民族性格的特点，乃
至国家传统和文化的基因。

农村有句俗话：要想公

道，打个颠倒。 其实，就是这
样一种“换位思考”的思维。
不错！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尝
试， 只有诚恳地站在别人的
角度上看问题， 才能更好地
理解、尊重、看待别人，也能
够更好地看清自己、 了解自
己、改善自己，这样的双赢之
举，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单位：南召县委
宣传部）

情怀
□冯梦龙

电影《战狼 2》火得一塌
糊涂，上映仅 4个小时，票房
就已经过亿元， 上映第 11
天，票房突破 30亿元，创造
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神话。 观
众喜欢《战狼 2》的因素很多，
场面宏大、制作精良、细节真
实……这些都值得观众买
单。 然而，笔者认为，更触动

观众的， 是这部影片展现出
来的情怀。

作为主演的吴京， 许多
惊险刺激的场面他都不顾危
险，亲力亲为。影片拍摄所用
的许多道具、 场景都是真实
的，包括战车、坦克、导弹、大
炮等， 以至于投入资金的很
大部分都用在设备上， 完全
不像一些影片， 危险动作靠
替身，惊险场面靠制作。如果
不是真正热爱电影， 真心喜
欢电影， 怎么可能如此玩命
拍片？ 如果不是真正对影片
质量负责，真心对观众负责，
怎么可能不惜血本投入巨资
配置道具？ 正是具有真正热

爱电影的情怀， 制作方才会
不惜血本， 用专业精神为观
众奉上一部精彩影片。

观影过程中， 观众纷纷
为祖国不遗余力营救被困在
国外的同胞而感动， 为主演
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所感
动，不可否认，这也是影片的
卖点和看点之一。 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都萦绕
着英雄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
情怀，梦想着仗剑走天涯，或
者像超人一样力挽狂澜。 影
片无疑点燃了观众的
这种情怀，并通过银幕，
将这种情怀加以释放，
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和

自豪感。 相反，引发不了共鸣
的作品绝不会是好的作品，
而情怀就是引发共鸣的最好
载体。

情怀是人类最朴素的情
感之一， 很多人正是为了情
怀， 才不断在追求卓越的路
上求索。影片《战狼 2》无疑就
是追求情怀的典范之作，期
待更多的影片在追求情怀的
路上走得更远。

（作者单位：河南油田
地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