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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喜爱
才是好电影

!

钱晚

!

月
.5

日电影!奔跑吧" 兄弟#上映$首

日排片量约
.67

$收票房
-855

万元$作为只

拍了
-

天的粉丝电影$ 这样的成绩已经叫不

少业内人士吃惊%争议声随之而起$这到底是

丰富了电影市场还是伤害了电影市场&

作为跑男的忠实粉丝$ 这部电影早在我

们一家人的看片计划之中%而除了电影版$电

视版的每一期我都看了不下三遍$ 这一年对

电视的热情全部给了跑男%我想$很多人都有

如我一样的体会% 以一部电影为这份快乐画

上一个句号$是一种非常愉快的记忆%

电影跑男是不是一部电影$ 以传统的眼

光看肯定不是$ 哪怕那些烂片都有一个由铺

陈'展开到高潮'落幕的过程$但跑男基本上

就是一台从头玩到底的游戏% 不只跑男是这

样$爸爸去哪儿了的电影版也是这样$说到底

都只是在原有的节目基础上加赛一场而已%

没有太多的人物刻画$ 没有精心排布的

故事情节$ 基本上是把电视里的游戏模式直

接搬到了银幕上% 这部据说只花了
-

天时间

拍成的片子就像它花的时间一样浑身散发着

短平快的气息% 可它的票房就像业内人士掉

在地上的眼珠子一样$让人无法侧目%

业内人士的生气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花

一年甚至好几年干的事$他们几天就干完了$

而且票房比我们高$看的人比我们多$津津乐

道'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更深一点$这岂不是对

专业精神的一种玷污&

青出于蓝而未胜于蓝$电影跑男脱胎于

电视$却未实现对电视的超越$这当然是一

种遗憾% 从电影呈现的效果看$的确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情节似乎可以更紧凑一点$悬

念似乎也可以更多一点$人物的特点似乎还

能再鲜明一点% 如果不能在情节上取胜$在

游戏难度上高一点也能凸显危难之中的人

性$以冲淡电影本身的游戏色彩% 任何一部

好的电影$ 情节和精神两条线都必须饱满$

相辅相成% 如果观众希望看到电影版与电视

版相比有所不同的话$应该是对跑男拼搏与

智慧'牺牲与团结精神的呈现$可惜的是$我

们并没有很明显地看到对这种精神的刻画$

正因为没有深入人心$所以看罢总有一种隔

靴搔痒的踏空感%

它也许没有踩中伟大的路线$ 却非常精

确地踩中了快乐的路线%

电影院里的笑声是真的$男女老少脸上

兴奋'不加掩饰的热情是真的% 电影版跑男

让大家感觉不过瘾$但基本上还在大家的预

期之中% 首日
-555

多万元的票房已经很能

说明问题了% 我们没能看到一部伟大的作

品$ 但我们都感觉到了年前的那一丝快乐%

电影的确不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平庸和伟大

都是电影的代名词% 但首先你得让大家看到

了这种不同$ 市场并不是没有发现机制$真

正好的电影能得到大众的认同$而一个平庸

的电影制片市场是没有资格嘲笑平庸的观

众的% 其实$电影市场中的片子看起来很多$

但真正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凤毛麟角$观众的

热情一直都在$潜力足够巨大$只是看你能

不能拿出东西%

想怪观众有眼无珠的人$那是你的权利$

可电影市场不会因为你的一声叹息就止步

的$ 你如此大方留下的空间只能由别人来填

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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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朵百合花
9

盛开在诗韵的沃土
9

大大的眼
9

甜甜的笑
9

热热的情
9

暖暖的

心
9

绽放在诗韵人的心田
9

超凡脱俗
9

矜持

含蓄
9

美轮美奂
9

蕙质兰心% )这是中山市

南朗镇云衢小学四年级
:6;

班的班主任给

同学写的期末评语% 近年来$学生期末评

语正在悄然(变脸)$第三人称(该生体)已

不再流行$ 图文并茂的个性化评语正走

俏%

人人都经历过学生时代$每个学生都

会在期末收到班主任写的评语$这些评语

多以激励为主$往往是先摆出该生的一些

优点$再委婉地指出该生的一些不足% (该

生体)流行多年$很多人想来都不会对此

陌生% 这种评语方式并无不妥$只要老师

确实能对学生的优点与缺点都有所了解$

让学生看到自己的优点$赢得自信$也让

学生感到自己的不足$而克服缺点%

只是这种评语格式容易沦为形式主

义$一些老师敷衍塞责$对学生并不是很

了解$写上一些空洞的评语$这种评语对

学生自然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云衢小学这

名班主任给班上的每位学生用写诗的格

式来写评语$让人眼前一亮$也会让收到

评语的学生心里一暖% 评语不再是(该生

体)$ 变成了诗歌$ 这些诗歌将学生的名

字'特点和平时的表现$融入其中$也会让

学生感到老师对自己的重视$这种评语就

显得充满人情味%

老师在教学上应该多一些从形式到

内容上的革新$让学生从中感受到温情与

关怀$一成不变的(该生体)没有原罪$但

有所改变$ 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一份关

怀$其实正是学生所最需要的$一学期'一

年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 老师 (赠诗一

首)$也是对学生的一种激励与关怀%

以诗歌来写期末评语体现了老师不

拘一格的教育方式%教育不见得就要表现

为高高在上的严肃说教$以诗歌的形式写

评语$ 让孩子对学习对人生更加充满兴

趣% 期末评语不仅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

也能从中看出老师的一种素养$能从中看

出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教育的

重视程度$反过来$也可以由此对老师的

工作进行一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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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与某方丈关系密

切%在其落马前一天$方丈送其一个(提拔)做

纪念品% 季问$这是什么家伙& 方丈说$这是

(提拔)$拔鞋子的$既是生活好伴侣$也是仕

途的好帮手% 季高兴地收下了% 结果第二天$

方丈一进市府$门卫便说$师父$你的鞋拔送

得好$市长一大早就被(提拔)到中央了*被中

纪委带走调查+%

多年来$在一些官场小圈子内$不信马列

信鬼神的现象颇为流行%有的官员$更是把江

湖术士奉若神明$每遇大事或升职$总要虔诚

地烧香求签$平日里对所谓风水'(转运)之说

到了迷信的地步$诚惶诚恐$以致闹出诸多笑

话%头一天收到方丈的(提拔)礼物$第二天便

落马$这故事可辑入新!官场现形记,$以警后

人%

!提拔"到位

农民工讨薪#路在何方$

!

张展

(我们已经等了快
.

个月了$我母亲

还在住院$老家还有两户乡亲委托我帮他

们要钱$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今年
68

岁

的农民工杨长伟哽咽着说%这位外表刚强

的四川汉子一提起讨薪过程就红了眼圈%

其实$今年初$在相关部门的多方协调下$

承建商安徽三建公司*某公司+再次向留

守要工钱的四川籍农民工支付了
$55

万

元工资$可杨长伟'张青蓉等十几名农民

工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全部

的工钱$(为啥给我们发个工钱像 -挤牙

膏.一样& )

像杨长伟这样的讨薪者还算理性%据

媒体报道$

!

月
!<

日$河北冀州一位
,6

岁

的女孩为了帮父亲讨薪$ 从
,=

层高楼跳

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

月
6

日$安徽宿

州十多位农民工为了讨薪$也想从高楼跳

下$后来被制止/还有此前媒体曝出的农

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事件等等%

说实话$看了这些不绝入耳的农民工

讨薪新闻后很揪心很纠结%农民工是弱势

群体$无依无靠$一年在外为了生活艰辛

奔波$ 就盼望着年底能领到工钱回家过

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让他们顶风冒雨'披

星戴月' 流血流汗一年到头的期待无望$

甚至连基本生活都不能满足了$更谈不上

回家过年%

农民工讨薪难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这

些年$各种跳楼'堵路等偏激讨薪行动屡

屡见诸报端$让整个社会惊骇不已% 为破

解农民工薪酬兑付问题$一些部门想了不

少办法$ 国家也不断加大解决欠薪的力

度$可农民工依然无助无奈$农民工仍是

(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 (娃

娃讨薪)'(拉横幅讨薪)'(下跪讨薪)等极

端(讨薪大战)仍在不时上演% 为了讨薪$

农民工 (跳楼秀)(跳塔秀)(堵路秀)00

样样做遍$欠薪者依然我行我素%

讨薪难成为一个普遍社会问题$欠薪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社会和谐的

不良因素% 反观这些讨薪事件$资方漠视

民工权益和法律权威固然是一个主要的

方面$防控体系不健全'监管执法不给力'

政府部门不作为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

重视的因素% 解决这类问题$要从源头上

做好防控$在建立劳动关系过程中$要充

分发挥好企业工会组织的作用$为每个员

工签订劳动合同$ 建立起工资协商制度$

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正常的工资权益%与

此同时$政府部门要一改(踢皮球)式的工

作作风$积极作为$不断加强政策的执行

力度和部门的联动力度$对一些昧着良心

(黑)了心恶意欠薪的企业'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企业$加大惩处力度$清除出市场 $

加大法律惩处力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这

将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目标注入一剂强心剂$同时也为解决农民

工讨薪难找到出路% 年关将近$希望方方

面面不忘为人民服务宗旨$ 积极行动起

来$主动作为$多一点责任和担当$该出手

时就(出手)$让农民工不再为讨薪奔波$

不再为生计发愁%但愿这个春节关于讨薪

的辛酸话题能淡出我们的视野$ 如此$这

个年或许会过得祥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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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