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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值得点赞的“最萌粽子”

于华(海阳市)

今年的儿童节与端午节恰巧
连在一起，所以节日里最快乐的
人，当属孩子们。就像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报道的一样，儿童节当天，
组织20个家庭在东岳大酒店举行
亲子包粽子活动。煮熟的粽子，被
孩子们送到康宁老年公寓,和那里
的老人们一起分享自己亲手制作
的粽子。

这个活动创意很值得给予一个
高分评价。因为传统的东西和现代
的生活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让
孩子们亲身体验并直观地学习到中
华传统文化和孝道美德教育。尽管
包出的是“最萌粽子”，但萌得可爱，
萌得可敬，因为一个个小小粽子，饱
含着孩子们浓浓的爱心和孝心。

如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因
为历史的磨砺，绝大多数变得似乎
老态龙钟粗糙不堪，鲜艳的颜色早
已褪色，会不会被丢弃在历史的角
落旮旯里，被灰尘覆盖淹没直至被
忘记和遗弃，都很难下结论。越是
这样，就越需要有智慧有大爱的人
来担当，来传承，只有这样，传统文
化的火炬才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
下去，如果缺少了传承，即使再猛
烈的火焰，终究会燃尽熄灭，最后
灰飞烟灭。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孩子
们与家长们亲手包粽子，亲自体验
生活，再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孤寡
老人分享，孩子们高兴，家长们也
觉得很有意义。

赵传勇(福山区)

以前大多数人只知道会有
交通部门通过监控把不文明的
行为抓拍下来，通过媒体公之于
众，借此督促人们遵守交通法
规，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此种
以批评教育罚款为主的惯用方
式由来已久，人们也早已习以为
常，但港城交警一大队却敢于

“打破”这一传统，开展“倡文明
交通，邀您随手拍”活动，让人不
觉眼前一亮，我认为此种积极方
式将更有利于督促港城市民文
明出行。

从城市发展的未来目标来
说，未来城市的电子监控设备必
定将越来越完善，覆盖越来越全
面，届时对应交通违法行为将不
会留下太多的死角，而在实现这
一目标之前显然需要有一些制
度和技术上的手段来减少交通
违法的行为。而发动全体市民一
起来参与交通整治工作无疑会

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
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港

城，汽车保有量也与日俱增，说
是国内众多“坐在车轮子上的
城市”之一也不算为过，单看高
峰期、节假日期间的拥堵就可
见一斑。虽然一方面港城的交
通状况总体是通畅的，大部分
市民也都能做到遵守交规、文
明出行，为港城赢得文明城市
称号做贡献，但另一方面也要
清醒认识到：少数的不文明行
为依然存在，因为总有心存侥
幸之人；文明死角依然有待解

决，因为总有监控盲区。此次开
展的随手拍行动，将对解决这
一顽疾起到积极作用。

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文明交
通行为？答案肯定不少，但我觉
得遵守交规，相互礼让是最基
本的常识。怎样才能让交通文
明行为深入人心？那就得让文
明出行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埋下文明的
种子，但仅靠以往的教育罚款
等方式却还远远不够，因此交
警一大队的此次“随手拍”活
动，可以说是一种积极大胆的

探索尝试，相信会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试想，一反一正的鲜明
对比之下，谁不愿意做文明镜
头下的主角？谁又愿意冒着被
罚款的风险逆文明而行？

城市交通可以拥堵，但市民
的文明之路却要时刻保持通畅，
要知道文明出行和安全出行同
等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而且此次活动持续时间长达一
年之久，希望能把港城的文明之
风“刮起来”，由此盛行不减，长
盛不衰，让港城成为文明的代名
词！

头条评论

让“随手拍”成为监督的有益尝试

罚款在西方司法实践中已
成为十分有效的措施，无论刑法
还是民法的财产罚，创下天文数
字在美国不算新鲜了。中国人的
精神好像特不值钱，损害了就损
害了，该着倒霉。所以国人侵犯
国人各种权利的案子天天发生
比 比 皆 是 ，侵 权 者 最 不 怕 打 官
司，反正 5万元从某种角度说是
在帮助恶人提前设置台阶，为好
人设置司法障碍，让你有法不愿
意 用 ，或 者 用 了 也 没 有 什 么 效
果，还会憋一肚子气。

——— 马未都(收藏家)

名嘴说事

新闻：近日，记者接到河南禹
州市颍川办事处东十里村四组村
民投诉，该村地下水疑似受村前宏
达石油公司加油站油罐泄漏严重
污染，地下抽出的水一点就着。部
分村民受水污染影响，出现发病症
状。他们投诉至村委和办事处，均
遭推诿扯皮，无人过问处理。(中国
网)

点评：这是发现新油田了吗？

新闻：为禁烧秸秆而对麦茬限
高10厘米，安徽太和县的这一举措
日前在网上引发争议：因为限高增
加了农机收割的成本，导致很多收
割机离开，并引起种植户的担心，
不少网友则批评麦茬限高系“拍脑
袋的决定”。对此，当地回应，将会
以补贴的形式降低农民的成本。
(南方都市报)

点评：制定各种规则前，想过
怎样执行吗？

嬉笑怒骂

余爽音(芝罘区)

孝顺，这个在社会上广为
流传的词，在民间口头上的使
用频次，要远比在媒体上出现
的多得多。家庭成员茶余饭
后，说起家长里短时；邻居间
闲坐一起，谈天说地说古论今
时，孝顺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至于长辈教育晚辈时，它就更
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大家
都讲孝顺，却不知有些人把它
误解了。

有人认为“孝就要顺，顺
才是孝”，只有顺从父母双亲，
才称得上孝。甚至有的工具书
也对孝顺做出这样的解释“尽
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
志”。的确，顺字有从的涵义，
但这仅仅是其中之一，它同时
还包含着适合、如意、相沿、一
致、调和、和协等等多种涵义。
如果只是把它单纯理解为从，
把孝顺解释为“顺从父母的意
志”，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就
会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曾
报道，市区一居民楼居住的一
名退休老人，每当子夜时分，
就披着衣服，手拿随时准备打
人的木棍，到楼下邻居家门前
撒尿。假如，这位老人的子女
想孝顺父亲，便顺从他发泄私

愤的意志，跟他一起撒野，后
果会怎样？如果不顺从他的意
志，岂不就要承担不孝顺的罪
名？

其实古人并没有把孝顺
看作是子女对父母意志的顺
从。虞舜，被古人奉为大孝的
楷模，他的父母却很不喜欢
他，只偏爱他的弟弟象，并处
心积虑想除掉他。若顺从父母
的意志，虞舜似乎应当做自我
了断，可是他并没跳海轻生，
或离家出走，而是继续生活在
家中，依旧尊敬奉养父母。并
为得不到父母的欢心，不能使
他们愉快而忧愁。他也曾到田
地里向天号泣，诉说他因为没
办法改变父母偏见的苦恼，却
不去想如何顺从他们的偏见。
他还在没有禀告他的父母的
情况下娶妻。这是礼教所不允
许的，可古人并不怪罪他不孝
顺。

在儒学先师看来，孝顺
父母并不是一味顺从他们的
意志，也不仅是让他们有吃
有穿养活他们。孔子说：“今
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论语·为政》)不难看
出，在孔子看来，仅仅养活父
母还不是孝行，只有敬重、尊
敬父母才是孝。孟子也认为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曾子则把孝分为三个层次，
尊亲是大孝，养活父母，只能
算作孝的最低层次。在我们
当今社会，把赡养父母作为
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属于
法制层面上的问题，不属于
道德范畴，违者要受到法律
追究。只有敬老才被称为美
德。从实践上来看，如果一个
人养活了他的父母，但却像
古语所讲的“养孩子就怕养
不活，养老人就怕养不死”，
天天盼着老人快死去，我们
还能说他孝么？

古人认为“夫孝，德之本
也”，它源于子女对父母的热
爱、眷恋，这种爱恋之情表现
出来，就是子女对父母的敬
重、尊敬。这种尊敬的外延，包
括“利亲”、“善事父母”等等，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父母的
孝敬。《孝经》中讲“以敬事长
则顺”，说的是只有孝敬父母，
才上和“天道”一致，下和“人
道”不悖。这样就会形成一个
父子相亲，家庭和睦，其乐融
融，和协、和谐的局面或结果。

总而言之，所谓孝顺，即
孝则顺，它是子女“善事父
母”、孝敬父母的结局，同时又
是子女奉养父母应努力达到
的目标和理想境界。

孝即善待，顺并非从

三谈孝顺之一

走进耀华就如走进世界
———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第九届国际日活动圆满落幕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王伟凯)
5月30日上午，耀华国际教育

学校举办了第九届“耀华国际日”
活动，绿草如茵的操场上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舞台上，法国的凯
尔特舞、墨西哥的帽子舞、澳大利
亚歌曲、中国古筝合奏、韩国民族
舞……世界各地的特色节目生动
形象地展示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
化风情。操场四周，还精心布置了
各个国家文化展篷——— 中国、菲
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美
国、巴西、克罗地亚、德国等十几
个国家的旗子迎风飘扬，学生们
在文化展蓬内通过亲手制作的宣
传板、民族服饰、风味小吃等等，
展示各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和风
情。记者了解到，耀华的学生们为
了更好地向大家展示各个国家的
文化和特色，通过各种途径查阅
和了解自己负责国家的文化和风
俗，学习一些风味小吃的做法。在

各个国家的文化展篷里，记者看
到学生们在售卖自己制作的葡式
蛋挞、咖喱饭、韩国泡菜、米酒、椰
奶饭等特色小吃。每个展篷前都
挤满了学生和家长，学生们一边
品尝着各国风味小吃，一边了解
着各国的风俗文化。在耀华，老师
和学生们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在
这个国际化大家庭里，英语成为
师生共同的语言，“耀华国际日”
活动上，听着孩子们一口流利的
英语，看着他们一脸纯真无忧的
笑容，感受着学生们与世界的亲
密接触，家长们的脸上总是挂着
满足的笑容。

每年“耀华国际日”都让孩
子们难以忘怀，“每年为了这一
天我们很早就开始搜集各个国
家的资料，最终选择了韩国，身
边很多来自韩国的同学一起帮
我们，我们还学会了制作韩国的
泡菜、米酒。”在韩国的文化展

篷，一名耀华学生高兴地向记者
说道。记者了解到，耀华一直以
学生们优秀的双语甚至多语能
力引以为傲，在耀华多元文化教
育教学氛围中，学生们在耳濡目
染中开启了多元文化视野。在耀
华，孩子每天跟不同国家的老
师、学生在一起学习、交流，视野
会更加开阔，生活也更加丰富。

在耀华读5年级的卫昱彤
告诉记者，这里的全英语环境
让她受益良多，熟练的英语以
及文化的准备让她成为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也为将
来出国留学做好了充分的语言
和文化准备。尤其是每年的“耀
华国际日”活动，她和其他国家
的同学一起学习交流，让他们
感受不到国界的隔阂，像是一
个大家庭。

耀华一直致力于“全人教
育”，类似“国际日”的学校活

动不仅实践了同学们在教室
里学到的书本知识、提供同学
们动手操练的机会，更能在同
学参与组织的过程中，有效锻
炼个人沟通、组织策划以及团
队协作等个人综合及领导技
能，为成为21世纪“世界公民”
充分准备。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国
际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及大学
预科秋季入学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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