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滚季节
□汤生午

专程回南阳看了“高铁
之夜”音乐节，不是为现场
已经领略过多次的崔健等
著名乐队，而是对其中的两
支南阳乐队有兴趣，包括舞
台设计、音响灯光以及观众
上座情况和表现，才是我关
注的核心内容。 因为，让摇
滚乐在南阳落地甚至萌生，
是我几十年来持续的努力。

1991年， 我在南阳影
剧院组织的那场摇滚乐演
出，应该是南阳人为数不多
的在本地接触摇滚这种音
乐形式的机会之一。单一的
乐队表演，被猝不及防的南
阳观众严重拒绝，计划三天

的演出在观众首场的不满
声中终止，其亏损额让我五
年的工资收入化为泡影。但
是， 文化系统的某负责人表
示， 参演乐队是南阳演出史
上水平较高的一支。 还有的
信息是， 观看了这场演出的
部分年轻观众为之激动并予
以炫耀。

当年问起崔健何为摇
滚乐时，崔健回答：摇滚是
一种精神。其时我疑为崔健
是避实就虚。若干年后我明
白了，摇滚确实与节奏和旋
律无关，是否摇滚就看有无
精神内涵。而摇滚的精神无
外乎真实、 思考、 执着、创
新、热爱、奋争、青春、活力、
拒绝媚俗……

按我的体验，流行乐愉
悦的是你的眼睛和耳朵，而
摇滚乐则可以触动你的躯
体和心灵。 所以，任何流行
乐大腕的演唱都不能促使

我迈入其演出场地。
世事繁荣也复杂，民众

需要多种情感表达和闲暇
排遣途径。 尤其是年轻人，
摇滚乐的狂放，更容易让他
们释放内心的躁动。 较之足
球、街头活动之类，摇滚乐不
仅可让欣赏者互动参与，也
更有思想性。 众多摇滚现场
外表狂野、 实则文明的大比
例观众表现， 证明了摇滚乐
对观众行为的指引。 就如我
多次表示的坚信： 一场摇滚
乐演出至少可以改变几个
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判断，
其方向所指都是向上的。

何况， 在流行靠伴奏
带演出甚至假唱的当下，
还有谁的歌唱会用乐队现
场伴奏， 让观众真正领略
到歌手和乐手的真实
发音？

去年，南阳首家专
门为乐队提供小型演出

的星 Live�House开业，我也
是专程回来参加了首场演
出。 我的感慨是：一个没有
Live� House 的城市是个不
完整的城市。 而一个没有
音乐节的城市， 无疑与现
代城市尚有距离。

今年 10月， 我在南阳
西峡操办了第二届伏牛山
大学生音乐节；11 月的最
后一天，为南阳首条高速铁
路开通，“高铁之夜”音乐节
首次进入南阳市区； 次日，
南阳其他县也有乐队为主
体的户外演出。 我认为，如
果能够持续，则预示着南阳
的文化发展和城市品位同
样进入了高速时代。 ①2

（作者单位：深圳元景
会文化公司）

南都论坛
刹住借区块链炒作虚拟货币的歪风。
———最近，北京警方一举破获非法

数字货币交易所 BISS 诈骗案，抓捕犯
罪嫌疑人数十人。《法制日报》作如上
评论。

要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性侵
“黑手”。

———湖南省祁东县曝光一起多人
性侵未成年女孩的恶劣案件，《北京青
年报》呼吁，应彻查到底。

人生失意与否，最终还得靠自己。
———14 年前，河南一男子冒名顶替

他人上大学， 被顶替者经奋斗终圆梦
想，而顶替者却连遭失败，最终东窗事
发。《新京报》评论称，人生反转，全是个
人“修行”。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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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饼奶奶
□屈旌

郑州一位 94岁的“煎
饼奶奶”火了。 每天半夜 12
点到凌晨 5点之间，张奶奶
都会在郑州张寨路口摆摊
卖煎饼，坚持不懈，被网友
拍下来之后，引发众多关注
和质疑。而老人自己也拍视
频回应称， 她就是喜欢干
活，人活着，总要为自己找
点价值。

这样“闲不住”的老人，
生活中常有。脚步蹒跚依然
在街头坚持劳作的老年环
卫工；退休之后重回岗位发

光发热的技术骨干；满头白
发依然热心群众工作的社
区志愿者……很多老年人
不仅身子骨硬朗，心态也年
轻积极，并不觉得自己到了
暮年，一心想的还是奋斗进
取。只是，张奶奶特别高寿，
又是深夜在街头劳作，看上
去尤为辛苦，所以引发了大
家的注意。 但转念一想，老
人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矍
铄健康，用得了微信，拍得
了视频，本身就是难得的福
气，值得尊敬和祝福。

的确， 世间有这
么一种普遍想法：人
年轻的时候要努力，
这样上了年纪就不用

工作了， 再好好享受人生。
这诚然是对生命规律的总
结，也是对老年人的恤悯和
关怀。但人生的状态和选择
是多种多样的，老年人也有
权利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
方式， 含饴弄孙是一种快
乐，凌晨摆摊未必不是另一
种快乐， 只要活得健康满
足， 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本
不该由他人来规定。

这个凌晨才出现的小
小煎饼摊， 不是为了赚大
钱，谋大业，只是为了在人
生的暮年，以食物的香气和
和蔼的笑脸，表达对于人群
的善意，感受人间热闹的气
息。在传递、交谈、品尝和欢

笑之间，人与人的心灵拉近
了， 孤独和疲惫便烟消云
散。 这也许就是老人说的，
为自己找到的价值， 这也
许，便是每个人在世上生活
过，奋斗过的真实印记。

张奶奶不寻常的举动，
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思考。
或许， 我们应该重新考虑，
新时代的老年人需要什么
样的晚年生活？ 除了物质上
的保障之外，他们或许还需
要更多精神的充实和认同，
需要更为广阔亲和的，实现
自我价值的舞台。而他们活
跃的身影， 也鼓励着年轻
人，抛弃颓丧，活得精彩，放
下成见，活得自在！ ①2

晨读箴言

一“名”惊人
□许晓芳

湖北武汉一名 00 后
大学生的名字火了———竟
然叫做“长弓莫及”。 据了
解， 这位长弓同学的父亲
姓张，母亲则姓李。 为避免
同名太多，父亲特意将“张”
字拆开反写，因此有了“长
弓”一姓，这在网络上引发
了争议。

父母想要为子女起一
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可以
理解。 毕竟，姓名是每个人
面向世界宣示最重要的形
象符号之一， 其重要程度

不言而喻。在过去，“始生三
月而加名，二十冠而字”。自
古以来，取名字都是人生中
一场隆重的仪式。 名跟字，
多由父母长辈所取，表达了
长辈对子女的期望。

但家长在起名时要认
识到， 姓名不只是个人标
签， 也兼具一定的社会功
能。 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
情况下， 取名字的确可以

“任君选择”，但以生僻字命
名甚至以生造姓氏的方式
来标新立异，确有风险。

例如，此次“长弓”姓
就无法在下一代得到“继
承”。 为什么不提倡以创意
一“名”惊人？从现实角度来
看， 要求子女承袭父母姓
氏，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效
率。 倘若每个人都能按照
自身喜好任选姓氏甚至自
创姓氏，那岂不是会给相关
部门带来更多工作量，这无
疑会增加社会管理成
本并增强社会管理的
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
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

很多姓氏背后都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故事，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任由公民仅凭个人意
愿喜好，随意选取姓氏甚至
自创姓氏，姓氏文化岂不是
乱了套？定会冲击文化传统
和伦理观念，甚至会违背社
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
求。 ①2

解剖自己不怕严，听取意见不怕刺，
亮出问题不怕丑，触及思想不怕痛。

以尊重人为前提开展批评， 以关心
人为动机开展批评，以启发人为目的开
展批评，以理解人为氛围开展批评。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万字评语
“喜欢这样的老师”“学生们能够遇

上她，真是天大的幸运和幸福”……日
前，杭州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朱瑛收获了
无数点赞。 据媒体报道，朱老师批作文
就像写论文，全班 36 位同学，每次批完
作文本，评语都超过一万字，平均一篇
作文写 300 字。 而且， 这种做法已经坚
持了 26 年。

一个班如此多的学生， 老师要仔细
看过每个学生的作文，并给出详细的评
语，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 朱老师是在
用自己这 26 年的坚持表示对学生的尊
重， 是在用这 26 年的坚持进行言传身
教。 作为学生们尊敬的长辈，老师不仅
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通过自己的身
体力行教授学生为人处世之道。 朱老师
正是用自己的认真在告诉学生，什么是
责任，什么是敬业。 朱老师的故事也在
告诉每一位老师，尊重学生、言传身教，
并非只是高高在上的大道理，还可以化
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其实质就是“对自
己的每一位学生负责、对自己的工作负
责”。 ①2 （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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