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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7 月 10 日 《重庆晨报》
报道：7月10日一早，郑州地铁
标语火了，不少媒体转发郑州地
铁的几组标语。这些标语主要以
网络化、接地气的语言，倡议大
家多读书。如：读书是高段位的
化妆术；读诗三百首，不做单身
狗；读书就像买包包，把书架塞
满才安心；读书有三好，有品，
经撩，笑点高……

点评：段子满天飞的背景下，网络化、接地气的标语并不鲜
见，郑州地铁标语之所以火，更重要的是因其在谈论读书，用或自
嘲或诙谐的语言，讲“透”了读书的价值，有力驳斥了所谓的“读
书无用论”。世事浮躁，有心之人面对这样的标语，或许真会如醍
醐灌顶，回家就捧起书本。

@看大好时光：写这个文案的算是文化人，他领导更不用说。
@单会对丝：“黄金屋”“颜如玉”的另类表达。

据 7月 10日《新京报》报
道：一些网友表示，他们在 UC
头条、今日头条、手机百度等客
户端浏览新闻时，看到涉赌 App
推广广告，继而下载。记者调查
发现，有第三方代理公司专门做
非企业务代理，在今日头条、
UC 头条等平台推广涉赌 App。
某平台广告销售人员称，涉赌棋
牌类App可以做推广，只要不出
现“炸金花”等敏感字眼，就能
通过审核。

点评：企业逐利无可厚非，但不该赚昧心钱，更不能通过违法
手段赚钱。赌博以及为赌博提供条件，是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行
为，作为现代企业，互联网平台对此不可能不知。为何顶风而上？
一是自身“道德的血液”不够浓厚，二是监管不及时、不到位。

@佛丁：真要查处，其实很简单，因为固定证据很容易，截
图就行了。

@测试卷：那些平台是装聋作哑。

据 7 月 9 日《南国今报》报
道：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向城市义务教育
段学生推行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
制度。随着暑假到来，目前该市循
环使用的书籍基本回收完毕，大
部分书本完好，偶有破损。

点评：学生升级了，用过的教材往往被束之高阁，占着地方，
或者被当垃圾处理掉。义务段教育，多涉及基础知识，教材更新频
率相对较小，教材循环使用极具操作性。这样做既有经济效益更有
社会效益，符合节约型社会的理念，也有助于培育人们的环保意
识。这样的制度是“规模见效益”，施行的地方越多越好。

@归功：这样大范围且长久地运作，国家要省多少钱啊。
@欢乐分裂：还可以培养学生爱护公物的品行。

据 7 月 10 日 《西安晚报》
报道：只要花钱，就能直接拿到
国外某大学的毕业证，还能够通
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
证。一家名为谦和嘉业公司的负
责人称，只有一张旅游签证，办
一份留学学历的认证需要 10 万
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方网
站上做一份认证只需 600元，而
这家公司要 10 万元，靠的就是
弄假成真的特殊服务。

点评：假文凭获得“真”认证，对那些认真求学的留学生极不
公平，任其泛滥，难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对用人市场也会造成困
扰。作为官方认证机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理应是假洋文凭的

“终结者”，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意味着其在技术上、管理上存在一
定漏洞，必须及时弥补。

@范德萨：没有内应，假文凭如何变成真的？
@平方ID号：作假者无孔不入，太可恨了。

何勇海

古人说，“学者必求师，从师不
可不谨也”。当求学之人选到心仪的
老师，从师之始就表达出心中的满
满敬意与诚意，显然是必须的。然
而，表达敬意与诚意，未必需要以跪
拜磕头的落后方式。要知道，中国自
从辛亥革命之后，就已废除了跪拜
之礼，代之以鞠躬、握手等现代礼
仪，这些现代礼仪如今早已深入人
心，如果再抱残守缺，搞一些磕头
拜师之类的陋习，岂不是很突兀？
自然免不了惹来一番非议。

面对非议，磕头拜师仪式的组
织者往往会声称，举行这种仪式有
助于弘扬传统文化。磕头拜师确实
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尤其是在
过去的私塾与曲艺行当，跪拜磕头
更是拜师仪式的必要环节。但是，
传统文化也有落后而需要摒弃的，
个别传统文化放在今天来看甚至是
封建糟粕。比如跪拜磕头，在古代
其实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师为徒纲的产物。现代人对
待这类传统文化，岂能照抄照搬？

退一步说，即使要传承磕头拜
师的传统文化，也贵在传承其核，而
非其壳。过去的人们之所以要举办
磕头拜师仪式，主要诉求其实在于，
徒弟要诚心诚意接受师傅教诲，师

傅要将毕生所学倾心传授给徒弟。
而且这种磕头拜师仪式，主要针对
师傅给徒弟教授家传的、个性化的
本领，而非社会化、普及化的教学。
当代培训机构也搞磕头拜师的把
戏，显然是对这一传统礼仪的机械
炮制，有传统形式，没有传统内涵。

赞同磕头拜师做法的人还认
为，磕头拜师有助于营造尊师重教
的社会氛围。磕头拜师倒是强调了

“师者在上”的高高地位，但与此同
时，也突显师徒在精神层面是不平
等的。实际上，现代师徒关系、师生
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互敬、互相学
习的关系。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应发
自内心，打心底里尊重，这种尊
重，来源于老师尽责教育学子，真
正尊重学子，不可能依靠徒具形式
的枷锁——跪拜磕头而生发。

说穿了，培训机构搞磕头拜师
仪式，有借传统文化炒作之嫌。引人
深思的是，那位磕头拜师的“00后”
女孩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还反问
记者：“《西游记》里孙悟空拜师不也
磕头吗？”可见，我们在传承传统文
化的道路上，并没有在孩子们面前
做好扬弃工作：抛弃糟粕，提炼精
粹。为避免出现更多“跪下的一代”，
为让孩子们从精神上“站起来”，我
们在向孩子传播传统文化时，一定
要在扬弃中传承、在转化中创新。

假文化之名行炒作之实

张魁兴

说起不动产，很多人会想起房
产。父母能给儿女留下的往往是不
动产，诸如房子或值钱的物件。其
实，最贵的未必是不动产。那些世
代相传的大家族，给儿女留下的除
了不动产外，往往还有别的东西。
这些东西看似不值钱，实际上比那
些看得见的不动产更值钱、更珍
贵。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就说，
家风，才是真正的不动产，才是最
贵的不动产。事实上，那些世代相
传的大家族的形成与传承，除了子
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大多有良好
的家训、家规和家风，这才是最根
本的传承。

山东琅琊王氏有“中华第一望
族”之称，从东汉至清 1700 多年
间 ， 琅 琊 王 氏 培 养 出 了 36 个 皇
后、36 个驸马、35 个宰相 （《二
十四史》 中有明确记载的），也有
其“出产”92 位宰相之说，堪称
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据称，琅琊王
氏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是因
为其有神奇的家训和家规。这条家

训是：“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
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
悌之至也；临财而让，廉之至也。
此五者，立身之本。”王氏家规则
仅有 6 个字，为“言宜慢，心宜
善”。家训、家规虽然只是道德约
束，却事关人生“三观”（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有了正确
的人生“三观”，一个人的人生就
会更精彩。

说起琅琊王氏的家训，主要内
容就是“信、德、孝、悌、廉”五
字，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重
要的是，琅琊王氏将此五者当作家
人立身之本。至于“言宜慢，心宜
善”更是言简意赅。言为心声，说
话体现着一个人的智慧。言宜慢，
是指说话要谨慎、稳重和冷静，语
调要舒缓，让人感到亲切、舒服和
顺耳。与人为善，必有福报。心善
的人，乐于助人，救人危难，周围
的人就愿意与他交往，更愿意帮助
他。人心向善，善莫大焉。善良也
是成功的秘籍。如果一个人一生行
善，不仅利人也利己，特别是利人

行为会让行善者心情愉快。心情愉
快，人就会充满精气神。国是千万
家，行善的人多了，充满正能量的
家庭就会多，那国家就是一个有朝
气有希望的国家。

“家风、家规是我们为人处世
的行为准则，也是教育后代成长的

‘道德航标’”“一句家规家训，几
代世风余韵”。当前，很多城市在
面向市民评选经典家训、家规，征
集优秀家风故事，向社会展示风清
气正、廉洁齐家、诚实守信等文明
家风，帮助市民逐步建立起符合自
己家庭的家规、家训，形成好风
尚。有良好的家规、家训和家风，
一个家庭就和谐，也容易兴旺发
达，正所谓“家和万事兴”。一个
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不是老天爷
偏佑，而是其善行成就。

信、德、孝、悌、廉、善，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走过了
几千年，尽管成大事者各有各的成
功之道，但多数成功者具有信、
德、孝、悌、廉、善的品格，这六
字箴言可谓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
化根源。我们常常说，作为一个

人，功利心不能太重。然而，不是
说一点也不要。人生短短几十年，
总希望留下点什么。在笔者看来，
至少应该成为一个文明人、文化
人，这就需要铭记信、德、孝、
悌、廉、善这六字箴言。作为一个
普通老百姓，铭记六字箴言，就会
是一个有道德有情操守法守规的公
民，心情愉快，精神饱满。作为一
个官员，铭记六字箴言，就会是一
个真心为民服务、不贪图小恩小惠
的谦谦君子，甚至是一个有作为、
口碑好的优秀公职人员。

铭记六字箴言，纵然不会名垂
千古，至少不会有身后骂名。我们
每个人都应铭记信、德、孝、悌、
廉、善六字箴言，这是人生最宝贵
的财富。

家训、家规、家风，最贵的不动产

据7月10日《现代快报》报道：7月9日，江苏常州本地论坛上有女孩向年轻男子下跪磕头的图片，引起不少市民热议。据说这是常州某培训机构
老师收徒时的场景。有人对这种“磕头拜师”的做法嗤之以鼻，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过分上纲上线，传统文化传承离不开仪式感。此次拜师的女孩小陈是
一名“00后”，才上三年级，她表示并没有觉得这样的仪式有什么不妥，“《西游记》里孙悟空拜师不也磕头吗？”

磕头拜师到底行不行

苑广阔

磕头拜师的图片被曝光以后，
引发了不少人的质疑，尤其是当大
家得知拜师仪式中的师父竟然是一
位“90 后”年轻人，更加觉得难
以理解，有人直指这就是一种封建
糟粕，理应被革除。但这样的观
点，未免有些偏激和狭隘。毕竟从
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像磕
头、敬茶、鞠躬等充满仪式感的行
为，还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传统文
化，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来呈
现和传承的。

很多反对者之所以觉得磕头拜
师难以接受，主要还是认为给非亲
非故非家中长辈的人下跪磕头，有
损下跪磕头者的人格尊严，但这样
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了。即便是
封建社会的磕头下跪，从性质上来
看也分很多种，比如大臣给皇帝下
跪，表示屈服、尽忠，而子女给父
母下跪，徒弟给师父下跪，则更多
表达的是尊重、爱戴，两者含义是
大相径庭的。

磕头拜师这种充满传统仪式感
的形式延续到现在，仅仅在相声、
中医、武术等少数领域存在，其中
跪拜磕头者与接受他人跪拜磕头
者，除了借此表达双方的师徒关系
之外，还有着尊重、责任、承诺等

成分在里面。比如有人质疑师生关
系通过磕头跪拜来确认，显得太过
封建化、庸俗化，与现代师生关系
的概念和含义格格不入。但是我们
更要明白，这种磕头拜师中的关
系，是传统的师徒关系，而不是现
代化的师生关系，两者不能混为一
谈。

尤为重要的是，“师父”和
“老师”，在意义上是有很大区别
的，尤其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
和学校一个老师教授几十个学生
的师生关系，更是完全不同。具
体说来，师父不仅有师的威严，
还有父的慈爱；师父不仅仅传授
独 门 的 技 艺 ， 还 教 授 做 人 的 品
德、处事的道理。换句话说，传
统的师父相对于现代化的老师，
有着对学生更大的责任。而磕头
拜师，不过是以仪式的方式强化
了这种责任感。

新闻中的磕头拜师之所以引发
质疑，恰恰折射出另外一个层面的
问题，那就是一些传统文化仪式的
没落。以前过年的时候，晚辈要向
长辈磕头；祭祖扫墓的时候，生者
要向去世的长辈磕头，但是现在这
些仪式，却逐渐衰落了，而附着于
这些仪式上的孝道理念、情感，也
逐渐式微了，这显然不是值得高兴
的事情。

仪式未必是封建糟粕

据7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
国是全球最大手游市场，青少年
已成为手游的主要用户。手机游
戏《王者荣耀》因易致未成年玩
家沉溺一再引发争议。近日，腾
讯 公 司 推 出 “ 最 严 防 沉 溺 措
施”，却遭遇上线当日即被“破
解”的尴尬，破解方式只需换个
成年人的身份证号即可。

新兴产业出问题，
当务之急防沉溺。
管理办法实有限，
身份认证似儿戏。

仅靠商家难除弊，
还需各界齐解题。
社会责任重逾山，
行业亟待新规矩。

郑晓华 文 程硕 孟丽静 作

季小波

荆轲变成了手持奇怪兵刃的
美女刺客，刘备变成了肩抗火枪身
穿风衣的黑帮教父……在手游《王
者荣耀》里，几千年来人们熟知的
历史人物变得面目全非。这对缺少
历史知识的少年儿童来说很容易
产生迷惑，历史在这里，真成了可
以“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荆轲，那个“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
士，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特有的文
化符号。然而，在 《王者荣耀》
里，“荆轲”二字变成了刺客家族
世代传承的名号；“刺秦”的故事
也被胡编乱造得南辕北辙。曾有
一个沉溺 《王者荣耀》 的孩子在
作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天啊，我
一直以为四大刺客分别是李白、
韩信、兰陵王、荆轲……在老师

讲荆轲之前，我一直以为荆轲是
女的。”

历史文化可以阐释，人物形象
可以演绎，但前提是尊重和维护优
秀文化传统。手游也是文化作品，
需要寓教于乐，如果创作者缺乏起
码的文化自尊与自爱，又何谈对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像《王者荣
耀》一样，一边消费历史文化，一边
歪曲历史人物，只能形成文化误读
和价值错乱。

特别是，《王者荣耀》已涉足
海外市场，更不应以编造中国历
史人物来“坑”那些不了解中国
历史的海外玩家，让他们在刚刚
接触中华文化符号时就被误导。

在 《王者荣耀》 中，一些符
合历史人物形象的台词很受玩家
欢迎。比如李白的“将进酒，杯
莫停”以及庄周的“蝴蝶是我，
我就是蝴蝶”。这恰恰说明，尊重
历史，赋予角色真实的历史认知
感，不仅能获得玩家的认可，更
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文化传播平
台。（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手游不该“游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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