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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里不要只有
“背影式表达”

如果不是被朋友圈的各种

孝心刷屏，对于很多人来说，五
月的第二个周日也只是一个平

常日子。 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
朋友圈秀孝心， 于是被调侃成
了“朋友圈里的孝子”。有人不
无幽默地发问：“在这里跟妈妈
说爱你，你确定你妈知道吗？”

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问

题。 现在虽说进入了移动互联
网时代，但有很多母亲没有、也
不会使用智能机， 甚至还不知
道朋友圈为何物。这种“朋友圈
示孝心”，只是隔空表达，自娱
自乐， 甚至只是为了表达一种
情怀认同， 是给朋友圈里的朋
友看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
“朋友圈孝子”的意义。

讲到父爱母爱的伟大，我
们总会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

《背影》。这个背影，打动了几代
中国人。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还有龙应台在《目送》中写
下的父亲背影，父亲来送女儿，
明明有千言万语， 结果却向女
儿抱歉 ，“爸爸觉得很对不起
你， 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
教授的车子。”读到这里，有一
种叫做泪花的东西在眼角转

圈。中国人都理解背影，都能够
理解背影之后想要表达的爱。
可是， 如果外国人看到这篇作
品，也能够理解吗，会不会问一
句：既然心有所想、心有所动，
为什么不上去抱住他，告诉他？
这是一种更直接的情感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 “讷于
言而敏于行”。当然“讷于言”并
不等于 “敏于行”，“敏于言”也
未必就不可以“敏于行”，但这
就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传统。
在很多人看来， 真正的感情是
不需要表达出来的， 一旦说出
来，似乎也就显得有些假了。于
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文
学作品里， 在我们曾经写过的
作文里， 对母爱的赞美是永恒
的主题，但到了现实中，很少有
人有勇气抱着母亲说一声 “我

爱你”。 特别是有外人在场时，
更是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只有理解了朱自清先生笔

下的“背影式父爱”，以及对父爱
的“背影式表达”，才能更好地理
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在爱的纯
真与炙热上，“背影式表达”未必
逊色于西方的“拥抱式表达”。但
是，含蓄的节制的爱，真的就好
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
之，也勿施于人。我们的母亲，或
许会不习惯，但真的就会拒绝、
排斥我们的示好吗？

其实在爱的表达上，相对于
过去， 现代人已经大大进步了。
古人有诗：“频呼小玉原无事，只
要檀郎认得声。” 意思讲小姐想
要引起前来做客的心上人注意，
不好出来见客， 于是频频喊丫
鬟， 以让心上人记住自己的声
音。现在社会已经不可能发生这
一幕了，年轻人大多会表达自己
的情感。 可是在对父母之爱上，
还是有很多人“羞答答的玫瑰静
悄悄地开”，不愿意与父母交流，
不愿意向父母表达情感。

在这样的情境下，“朋友圈
孝子”的出现，其实是一种进步，
说明现代中国人已经慢慢开始

接受和学会情感表达了。这种自
信的情感表达，也是现代化提升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的全面发
展的一个重要训练。诚然，“朋友
圈孝子”依然有所不足，但相对
于过去， 毕竟有了大大进步。由
此出发，“朋友圈孝子”依然有可
取之处，我们终将会通过那些日
常的、琐碎的、坦诚的温暖，让孝
心走出朋友圈，让母亲感受到每
天都是母亲节。

诚然，如何回应母爱，本质
上是个人事务， 但我们还是认
为，母亲节里不要只有“背影式
表达”。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
过是他们总在一次又一次目送

你远去， 而你的成长却在提醒
他们已经慢慢变老。“子欲养而
亲不待”，在回应母爱上，何尝
不是如此。

扬州女排名列第四

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女子15—16岁组落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
经过8天的激烈角逐， 昨天，
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女
子15—16岁组落下帷幕 。在
昨天上午进行的季军争夺战
中， 女排扬州队与曾在A组
小组赛中对阵过的老对手徐
州队狭路相逢。遗憾的是，经
过五轮鏖战， 扬州队以总比
分2:3惜败 ，名列第四 ，徐州
摘得季军。 下午进行的总决

赛中， 南通队不敌南京队获
亚军，南京队摘得第一桂冠。

“虽然没有拿到季军，但
孩子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的。总结来看，这一场我们是
输在了自身迎战心态调整
上，打得过于紧张。不过，孩
子们排球之路还很长， 扬州
排球之路也还很长， 我们会
继续努力。”女排扬州队教练
陈霄说。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市政协界别委员小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本报记者 周晗

连日来，我
市政协委员参

与 “界别活动
周”持续不断深
入基层一线，积
极开展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
调查研究活动，
广泛征集民声

民情民意，有针
对性地提出一

批切实可行、有
分量的意见和

建议，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引领

作用。

构建党风廉政建设中提神醒脑重要阵地

“我们主张设计风格总
体上要庄重 、大方 ，既汲取福
州 三 坊 七 巷 历 史 人 物 勤 廉
馆、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等
地的展陈先进经验， 更要充
分体现扬州特色文化元素 ，
采用黑色光面大理石底座并
配文字，上方高浮雕创作的主
题雕塑 ， 着力烘托和渲染本

馆弘扬优秀家风文化的主题，
特意设置了互动环节，增加观
众的参与性。” 扬州家风展示
馆的展陈文案、市纪委派驻市
政府办纪检组长徐茂生介绍
说。

扬州家风展示馆从设计
建设到布展 ，始终坚持 “五个
结合 ”，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结合 ， 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价值导
向 ，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生动载体 ； 与党风
廉政建设的新要求相结合，体
现固本培元、 标本兼治原则，
成为党风廉政建设中提神醒
脑的重要阵地；与促进旅游开
发相结合 ， 以扬州家风展示

馆建设 ， 带动阮元家庙旅游
的发展，促进仁丰里街区的整
体建设；与扬州特色文化元素
相结合， 运用漆器、 剪纸、扬
州八刻等特色工艺，突出扬州
地方特色，展示扬州独特的人
文气息； 与智慧旅游相结合，
采用新科技新媒体的手段，实
现展示馆的信息化、 智能化、
网络化， 既方便观众参观，又
使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
辉映。

黑臭水体整治督查公示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生态环境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联合开展黑臭水体
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2018
年5月8日至5月22日，对我市进
行现场督查， 督查举报电话为
87362200，欢迎关注“城市水环

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在线
举报身边的黑臭河道。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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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好 风

扬州建成全国有影响的家风类主题展馆———

弘扬好家风 引领新风尚

家庭是社会的细
胞，社会就是一个大家
庭。好的家风不仅在家
庭、家族中代代相传，
而且会濡染、发散到社
会，感染周边的人，影
响到工作和事业的环
境，形成正能量。为进
一步弘扬扬州好家风，
汇聚治党正能量，扬州
建成全国有影响的家
风类主题展馆。馆展都
有哪些家风故事，能给
我们带来怎样的启迪？
本报今起开设《扬州好
家风》专栏，介绍扬州
古今家风家规家训故
事，以飨读者。

■ 本报记者 周晗

古城扬州，毓贤街8号，
一处系统展示扬州古代家

风文化与现代家风文明的

仿古建筑群。这里便是新建
成对外开放的扬州家风展

示馆。
5月10日， 扬州市第九

个“党风廉政教育日”，扬州
家风展示馆建成对外开放，
瞬时吸引一批批党员干部

和群众进馆参观学习，感受
清风扑面，承继家风文化力
量。这座代表着扬州最高水
平、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
响的家风类主题展馆，正成
为扬州党风廉政教育新高

地、城市文化旅游新坐标。

打造扬州特色的家风文化教科书

“对中国人来说 ，有家就
有家风。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
培育形成的一种鲜明的道德
风貌和审美风范，是家庭伦理

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
生活中的直接体现，特别对于
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亦是

作风、党风 。故家风正则民风
纯， 民风纯则政风清。” 市委
第三巡察组组长、市纪委常委
赵志宏说，对扬州好家风的总

结、提炼和传承 ，有助于深入
挖掘和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时代价值尤其是其中的
廉政思想 ， 对全市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起推动作
用。

“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 ， 优秀的家风文化源远流
长、深入人心。”扬州家风展示
馆史料文案、原扬州市文联主
席曹永森说，从历代名人望族
的家规家训，到当代百姓的嘉
言懿行，扬州从古到今不下数
千个家风榜样家庭，其家规家
教形式虽有不同，却都在传递
着一个家族或家庭的道德准
则和价值取向，凝结成正谊明
道、崇德向善、忠贞诚信、耕读
持家等扬州家风文化的鲜明
印记。

丰富多彩的扬州家风文
化， 以其独有的地域特点，汇
聚着强大的正能量，成为中华
家风文化长河中一串耀眼的
明珠。 如何将之串珠成链，形
成如一部近可识读 、 通俗易
懂，具有扬州特色的家风文化
教科书？

建成全国有影响的家风类主题展馆

动议，开启于修葺一新的
阮元家庙，继而一次次有关扬
州家风文化集中展示的“诸葛
亮会”的召开 ，确定由扬州市
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文明办
牵头，市名城公司 、广陵区纪
委具体实施，借以“走出去、请
进来”，博取众家之长的思路，

力求建成一座能够代表扬州
最高水平 、全省有地位 、全国
有影响的家风类主题展馆。

毓贤街又名太傅街，名字
源于阮元太傅旧居于此。 阮元
素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
省疆臣”之誉，身经乾隆、嘉庆、
道光三朝， 宦迹多地， 政绩斐

然，文治武功，建树卓著。坐落
于古城老街的阮元家庙坐北朝
南，分东中西三路，其东、中两
路建筑经早年修缮后已成为对
外开放的文化旅游景点， 西路
原建筑名为隋文选楼。

曹永森说 ， 起名隋文选
楼，是为了有别于旌忠寺内的

昭明太子文选楼。阮元是旷世
大儒，对于经史、小学 、天算 、
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精通 。
他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对
文选学研究颇深 ， 曾编刻有
《文选楼丛书》二十七种；自掏
腰包建成隋文选楼后，将其中
一部分用作阮氏子第受学的
私塾， 更大部分用于藏书，且
对当时的士子学人开放，相当
于扬州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发扬家庭美德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

展馆数进，中门全开，可以
从南直望到北，层门叠户，令人
肃然起敬。 展厅共由七部分组
成，其中主展厅为五部分，首进
展厅有“扬州家风”视频，以及
整个家风馆的导览图。

设计者巧以“家风精神丰
碑” 将整个展厅串联起来，它
是传递和树立家庭精神风貌

以及道德品质的一种象征。在
每块“丰碑”的正面，设置了一
块感应屏，虚拟主持人会面对
面地跟观众讲述五大家风主
题的相关内容。墙壁上展示的
历代家风人物，除了简明的文
字图片介绍外，设计者还贴心
地给每位家风人物内容展示
区设置了一个对应的二维码，

观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
取语音导览，以及相关人物的
拓展信息介绍等。

展厅 “前言 ”两侧墙面上
的凹凸文字艺术墙采用了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
技术，使得整个展馆文化气息
愈发浓郁。声光电技术最显眼
的应用莫过于展示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家的论述和总书记
的家风视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春节团拜会的讲话中
指出 ：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
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
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
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紧密结
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
统家庭美德。

侨台联、民族宗教界别 关注教医养，助推民生幸福

5月7日，按照市政协统一部署，侨
台联、民族宗教界别委员围绕“关注教
医养，助推民生幸福”主题，联合开展
2018年度委员联系群众“界别活动周”
活动。

委员们先后实地察看了梅岭街道
便益门社区颐养中心、 梅岭小学花都
汇校区和国家中医药 传 承 教 育 基
地———扬州国医书院。 在随后的座谈
交流中，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就颐养小镇建设情况
进行了介绍。

委员们一致认为， 梅岭小学花都
汇校区超前的教育理念，一流的教学、
教育设施， 优美的环境为扬州小学教
育提供了可借鉴、复制、推广的经验。
扬州国医书院传承中医传统文化，探
索医养结合新模式， 为健康中国扬州
样本建设作贡献。 便益门社区颐养中
心是一座功能齐全的社区服务中心，
是社区群众交流互动、 开展活动的温
馨之家，深得群众点赞。委员们还就教
医养有关问题提出了资源科学合理利
用、加强对外交流宣传等建议。

日 前 ， 五
里社区党委组

织 “夕阳红 ”党
总支40余名老
党员赴甘泉陈

园 、 方巷沿湖
村踏青 ， 在大
自然中丰富业

余文化生活 ，
促进党员间的

联系和交流。
李霞 摄

扬州家风展示馆。 周晗 摄

家风文化浓郁。

科技界别 为企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5月8日， 市政协科技界别组一行
十余人走进智途科技有限公司、宋夹
城南门气象观测站、西部客运枢纽监
控中心， 详细了解企业创新情况，并
为相关单位进一步发展谋良策、添助
力。

在智途科技有限公司， 委员们听
取了相关负责人对企业产品、运营和创
新等情况的介绍， 观看了一系列宣传
片，了解企业在创新发展、产学研合作、
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需求。 委员们建议，
企业要通过各种方式多种途径，吸引集
聚各类创新人才，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
持续动力；要进一步了解最新科技创新
政策，用好用足相关政策，不断助推企
业创新发展。

在宋夹城南门气象观测站， 委员

们听取了“智慧气象”相关介绍，智慧
气象是通过云计算、 物联网、 移动互
联、 大数据、 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入应
用，依托于气象科学技术进步，使气象
系统成为一个具备自我感知、判断、分
析、选择、行动、创新和自适应能力的
系统。委员们表示，气象部门不断探索
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服务模式，要进
一步服务生产生活，保障城市运行。

在西部客运枢纽， 委员们实地察
看车站的各种基础设施， 了解车站的
功能布局，观看监控系统现场运行。委
员们建议完善服务设施， 规范运营秩
序，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舒适、便捷
的客运服务， 把西部客运枢纽打造成
运营规范、运转协调、服务优质的现代
化公路交通客运服务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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