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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风靡大江南北! 登上春晚舞台

的"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等广场

舞曲$ 今后将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

跳法$而会有全国统一!编排科学!

带给人正能量的全新动作%

.

月
$.

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举行
$5-"

年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发布会 $

主办方宣布将在全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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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广

场健身操舞$并进行推广和培训% 据

报道$ 江苏省体育局已经有计划举

办省级广场舞大赛$

"

月份将正式推

出%

说起国人的文化输出 $大概广

场舞是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一段

时间以前$有个英国人叫上几个小

伙伴$打扮成唐僧师徒的样子跳了

一次$还上传了视频到网上% 春节

期间$这位小苹果的洋粉丝又带着

英国大妈们在伦敦繁华地带跳 &小

苹果'$同样上传了视频% 辗转流传

回国内$引发不少围观% &小苹果'

的原作者也走出国门去美国的著

名音乐节唱跳了一次$尽管是在广

告时段% 多少年来$我们的文艺工

作者又是金色大厅献唱$又是全球

巡演$ 也没见国际友人自发围观 !

群起模仿 $ 反倒是引出不少自费

&镀金'!自费请人来看乃至最后没

人看$只得自娱自乐的尴尬事 % 由

此可见$草根的生命力还是不容小

觑%

不过$ 广场舞一向是个毁誉参

半的事物% 现在春回大地$大江南北

的广场逐渐从冬日里的萧条中复

苏$随之而来的$扰民!争地等纠纷

又开始季节性轮回% 去年$我们不断

看到各地的广场舞斗法像电子游戏

一样&升级'% &守方'的大妈们从你

声大我比你声音还大$ 从给碍事儿

车辆贴条变成扎轮胎放气(&攻方'

的邻居们从泼水改泼粪$ 从放狗改

放枪$ 最后还有脑筋灵活的南方某

城市居民发扬&众筹'传统$集资买

了高科技的定向扩音装置$ 专门干

扰广场舞音乐))无论广场舞国标

与否$这些矛盾其实都还没有解决$

也解决不了%

后来$大妈们的舞领先于足球$

跳出亚洲!跳向世界% 实话实说$广

场舞有如此的生命力$ 跟它的自由

度!参与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官

方出面&招安'$把野路子变成正规

军$ 每个动作都像广播体操一样有

标准版本$好看是真好看了$也便于

搞大型评比$ 但就像民歌变成民族

唱法一样$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不管怎样吧$ 现在倡导全民健

身$跳就跳吧% 但广场舞并不是体育

管理部门一家说了就算的事情 $就

说发生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场地之

争$ 一句依靠健身站点真的解决不

了实际问题% 噪音扰民更是&原罪'$

没有音乐没法跳$有了音乐就得吵%

这些基础问题解决不好$ 光统一国

标$图个大场面的好看$真的帮不了

大爷大妈什么忙%

不许歇业或影响创业

!

文洋

微信朋友圈有人转发了一个帖子*&偶

尔去中关村创业大街转转$ 很容易就能静

下心来整理思绪干自己的事情% 有太多的

不靠谱的人$连自己的温饱都没解决$整天

以+创业,作为麻醉药想要逃离这个竞争惨

烈而又无比开放的时代% 试问你连自己生

活费都解决不了$何谈给别人发工资创业-

把希望寄托在用期权忽悠技术人员和产品

生产人员上$和守株待兔有啥区别- 殊不知

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和人破产后会带来

怎样的社会问题% '

&创业艰难百战多% '对于所有勇于创

业!乐于创业的人们$我们都应当以极大的

热忱关心!爱护和帮助% 政府既要为他们解

决那些可以解决的困难$ 又要考虑到一旦

发生创业失败$ 如何减少创业带来的损失

和困扰%

近日听到几位朋友聊起 &不许歇业 '

的故事 $联想到上边的那个帖子 $感到有

必要说几句话% 这几位朋友当年办了个小

书店$也算是一种创业吧% 因为生意不景

气$入不敷出$他们改行干别的去了$就向

当地税务!工商等管理部门申请歇业% 税

务等部门坚决不允许他们歇业 $ 有趣的

是$他们有七八个月因为实际歇业没有营

业收入也就没有交税$税务部门还把他们

放到网上公告$ 督促他们及时照章纳税%

我猜 &不许歇业 '可能是为了当地政府部

门的统计数字好看$上榜公告催税大概是

内部没有及时沟通% 总之$&不许歇业'还

可以理解$不许歇业还要交税显然就不靠

谱了%

据我了解$那些热爱创业的人们$或人

们之所以热爱创业$ 大多是因为有理想有

追求的$因此$才不畏失败$&东方不亮西方

亮 $黑了南方有北方 '$从头再来 $继续奋

斗% 鼓励创业$也要允许歇业$才能够帮助

那些创业失败者及时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不许歇业或许会影响创业$望三思而行%

收!感恩费"算哪门子的教育

!

何龙

#

月
-"

日起$一则名为"母校恩情

几何-盘锦市高级中学标价一百#的网帖

陆续发布在国内各大论坛上% 网帖称$

#

月
-7

日$ 辽宁盘锦高级中学高三年级

#6

个班
6555

余名学生$被要求收取
"85

元费用$其中
-55

元用以&感恩母校'%

面对记者的采访$ 该校一名负责人

解释说*&每年学生毕业前都会拍个毕业

照!互相留个言$学生为毕业照好看$就

想买个
9

恤衫自己印上字% '他称$这笔

钱主要是学生用来置办毕业仪式时所

用$&学生自己商量后$ 为了凑钱就估计

了个钱数$ 给学校买点纪念品做个毕业

留念% '

感恩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包括心存

感激!口头表示!请客吃饭!送钱送礼等

等%但对学校和老师来说$最好的感恩礼

物$应该是学生良好的素质和成绩$那才

是学生对老师和教职员工的尊敬和爱

戴%

一些学生及家长如果觉得非要以送

钱送礼来表达感恩$ 也应该出于他们的

自愿$ 而学校和老师能不能收还是一个

问题%

盘锦高级中学负责人的说法如果属

实$他们所收的费用是用在学生身上$那

么这就不能叫&感恩费'% 从所有费用都

不开收据以及事情曝光后学校就让班主

任督促班长把&感恩母校费'退还给学生

等行为中$可见他们所收的&感恩费'并

非光明正大合情合理%

&感恩 '二字都带有 &心 '$尤其是

&恩'字$是&因'&心'而起%现在盘锦高级

中学用金钱来表示&感恩'$究竟是向学

生示范怎样的价值观念-

在以前$ 师生关系从来都是教学关

系$ 很少见到学生需要向老师送钱送礼

的情况%但这些年来$师生关系已不再纯

粹了%学生&孝敬'老师$仅仅用&心'已经

不够了$还要有物质的&孝敬'%在一年一

度的教师节$ 许多学生和家长就经常为

送什么给老师而伤脑筋$ 而且形成了送

礼的攀比风气$似乎谁送的礼物更贵重$

谁的&感恩'就更隆重%

当感恩表达演变为送礼竞赛时$真

正的感恩之心已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只

有&感物'之举% 特别是那些家境不好又

被迫送礼的学生和家长$ 送完礼后还会

产生怨怼$对老师的尊敬也将就此完结%

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 教职员工的

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示范效应$它

甚至能够抵消课堂讲授和书本学习% 如

今的一些学校$ 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学生

身上获取金钱物质% 这实际上是用行动

向学生演示金钱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

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反面教育%

-55

元的&感恩'是一次廉价的&感

恩'% 还好这次&感恩费'不算高$否则非

自愿的金钱&感恩'$就是一种&感恩'的

除法...学校是分子$金钱是分母(分母

越大$感恩的数值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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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66

日上午$ 嘉嘉去上学$ 却没有到学

校% 单亲妈妈雷女士打不通女儿手机$查看

女儿手机位置$竟然显示是在举水河中% 雷

女士惊吓不已$急忙报警% 后来$民警在一

家理发店帮她找到
-"

岁的女儿嘉嘉%原来$

嘉嘉和妈妈闹别扭$赌气逃学%

手机定位是个新鲜的东西$ 笔者是确

确实实感受到了它的好处% 记得七八年前

出外旅行$除了背着个大包$你还要手拿一

两本地图$而且还要遵从&路在口边'的古

训$逮着个路人就要问路% 遇上个能认路的

还好$ 遇上一个东南西北分不清还很热心

的那你就完蛋了% 现在有了手机定位$俺就

告别了在外地&遇人不淑'的痛苦$可以一

机行神州% 平时朋友聚会约饭$发个定位$

直接手机导航过去$省时省力省口水$对所

有路盲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

当然$高科技也有高科技的&坏处'*例

如对出轨男女来说$ 如遇对方利用高科技

&查岗'$那马上就要现出原形(再例如以上

这则新闻$高科技失准之下$还真把这位单

身母亲吓得不轻%

手机定位

百姓观点百姓观点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