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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南日报报道，东坡书院大年
初一迎客1.6万余人，“东坡文化体验
之旅”成常态旅游品牌。

据了解，在去年成功开展“东坡文
化体验之旅”基础上，今年儋州继续深
入推进该项活动，进一步完善背诵东
坡诗词赢取门票制度：一次完整背诵3
首东坡诗词者，免费游览东坡书院；一
次完整背诵10首以上（含10首）东坡

诗词者，赠送2张东坡书院门票和东坡
诗词精选；一次完整背诵25首以上（含
25首）东坡诗词者，赠送4张东坡书院
门票、东坡诗词精选和特色纪念品；一
次完整背诵50首以上（含50首）东坡
诗词者，赠送8张东坡书院门票、东坡
诗词精选和特色纪念品。

东坡书院书香弥漫，游客争先吟
诵东坡诗词，让东坡文化与游览儋州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挣足了宣传的
噱头，又拉动了旅游消费，同时也起
到了文化普及效果，可谓多赢之举。

细心的游客或许发现了，今年来
海南旅游，游客不仅呼吸了海南的新
鲜空气，喝到了甘甜的水，沐浴了温
暖的阳光，同时，也感受到了文明的
春风，享受了文化的熏陶。比方说，
海口春节期间，不仅骑楼老街这样的
特色文化让游客流连忘返，滨海公园
的三角梅花卉展同样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就连新华书店，也“人满为患”。

旅游景点书香弥漫，好。提振海南
旅游，需要注入这样的文化“正能量”。
是故，背诵东坡诗词赢门票，值得效仿。

为“背诵东坡诗词赢门票”点赞

“反逼婚”广告值得父母深思

头条 评论

今年春节属猴，猴性活跃。当
然并不是真有个能够上天入地的美
猴王，但是我们在这个春节里的确
听到了一些天上地上的别样声音。

我们听到了那从宇宙的极深
处传来的引力波之声。这是极其
不同寻常的科学发现之声，人类思
想之声，自然奥妙之声。确切地
讲，是美国“激光环境干涉引力波
天文台”（ＬＩＧＯ）在2015年9月
14日的两个探测仪先后捕捉到引
力波之声，经过几个月的验证之
后，2016年2月11日也就是中国农
历正月初四，这一项目的几位科学
家向世界公布这一消息。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
对论并随后预言引力波会产生于强
引力场的天体事件。一百年后，人类
科学用科学和理性的工作证实了引
力波的存在。据说，眼下的这个声音
来自13亿年前一个双黑洞系统的合
并。科学家说，我们能够“听见”引力
波，我们能够“听见”宇宙，这是引力
波最美妙的事件之一。我们将不仅

“看见”宇宙，我们还将“倾听”它。
当代科学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近在眼前的就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把我们的社交、学习、购物等
生活细节的旧有秩序掀了个底朝天，
带给我们极大的便利、极高的效率和
全新的挑战。我们不知道那来自13
亿年前宇宙深处的引力波细微的一
声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但是它
已经落在我们的思想和认识之琴上，
生活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听到了从网络上传来的
一个上海女孩到男朋友江西老家
过年的故事。这是个当代中国人
极熟悉极普通极常见的生活场景，
也是议论了不知多少次的大城市

姑娘与农村出身的男大学生爱情
婚姻故事。

这位上海女孩顶着母亲的压
力，春节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过
年，却被迎接的晚餐中城乡生活细
节的巨大差距所震撼，随手把晚餐
拍照发到网上，随后与男朋友分
手、返回上海家中。

人类最古老的婚姻制度把一男
一女结成最亲密的灵与肉的关系，
放在每个具体的时代大背景和小细
节之下去生活。爱情是如此美妙，
让人为之神迷；婚姻是如此实在，要
面对每天的柴米油盐。追求个人的
选择是自由和理想，面对现实的差
异是冷静和务实。在这些个人命运
的变迁里，是中国当代城乡差别的
映象，是每个人都能够有上升通道
的热望，是对相互包容、体谅和尊重
的美好道德的呼唤。

我们听到了从台湾传来的地震
灾区的哭声和救灾队伍急促的脚步
声。尽管人类的科学不断在发展，
人类生命在大自然面前依然显得很
脆弱。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敬畏自
然，发现规律，创造人类福祉。

我们听到了从纽约传来的中
国年的笑声。今年大年初一，是美
国纽约市第一个法定春节假日。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中国文化
的影响力正在世界上得以提升。

我们听到了众多归家的人们返
回工作岗位的脚步声。气象部门发
布了未来几天雨雪天的预报，但是
这挡不住人们的归途。毕竟，春节
的享受是一种休整，等待人们的工
作还有很多，各样的挑战都得面对，
为了夏天的生长和秋天的收获，春
天必须耕作。在这个时节，我们听
见四面八方走向未来的脚步声。

猴年春节我们听到的声音

□ 新华社记者鹿永建□ 陈清华

□ 犁一平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杨琼文）2月7日是大年除夕，家家户
户都喜气洋洋，然而，琼海市塔洋镇
珍寨村委会仙田村的王某某一家却
陷入悲痛中，原因是王某某26岁的
妻子林某某因家庭琐事，在凌晨将其
亲生未满月的男婴抱到外面掐死
了。案件发生后，琼海市公安局民警
迅速介入，并成立专案组，在短短的
57小时内破获了该案。

妻子摇醒丈夫 称儿子不见了
2月7日早上7时多，琼海市公

安局接到塔洋镇珍寨村委会仙田村
村民王某某报警，称其未满月的男婴
在夜里不见了，怀疑被人盗走。

接报后，琼海市委常委、公安局
长马凯亲自带领刑侦大队和塔洋派
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侦查。省公安

厅以及琼海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
都做出重要指示，要求琼海市公安局
务必尽快破案。马凯现场抽调了47
名精干警力组成了专案组，全力开展
调查、侦查工作。

据王某某介绍，其男婴是今年1
月12日在医院出生，至案件发生时，
还未满月。

2月13日，南国都市报记者来到
琼海市塔洋镇珍寨村委会仙田村时，
看到该村是一个仅有10来户人家的
小村庄。

当王某某知道记者前来采访后，
毫不讳言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据王某某介绍，他和林某某没有
办结婚酒席，只在2011年大儿子出
生后，办了满月酒，算是将妻子林某
某娶过门了。被妻子林某某掐死的
男婴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王某某告诉记者，2月6日晚上，
他到塔洋镇和朋友一起喝酒到7日凌
晨约2时回家。他当时虽然有点醉意，
但还是看到男婴躺在妻子林某某的身
边。到了早上7时许，妻子林某某将他
摇醒，说老二不见了，他从床上爬起
来，在屋里四处寻找，找不到老二。

王某某对记者说，他当时怀疑是
妻子林某某将男婴抱走了，问了林某
某几次，可林某某骂他。“因妻子不肯
承认，我才报警。”王某某说。

民警调查 林某某手脚发抖
王某某告诉记者，妻子林某某现

年26岁。“民警来调查时，妻子林某某
表现得很紧张，手脚不断发抖，我当时
更加怀疑是她将孩子抱走了，可我叫
她到厨房悄悄询问时，妻子还是死活
不承认。”王某某说。

王某某告诉记者，民警将他们夫
妻传唤到公安局做笔录后，中午将他
们送回塔洋，到了傍晚，民警再次将
妻子林某某带走。第二天，民警通知
他说，男婴是被林某某在7日凌晨3
时许抱到村外后掐死，并扔在一个垃
圾桶里。王某某说，“妻子平时很爱
我，在家里也很孝顺父母，我到现在
都不敢相信妻子做出这样的傻事。”

据记者从琼海市公安局获悉，林
某某被抓后，供出其因家庭原因，于2
月7日凌晨3时左右将婴儿抱出，在
路边将婴儿掐死，将尸体丢弃在村口
垃圾桶内。2月9日下午16时，专案
组民警在琼海市塔洋镇一垃圾场内
找到婴儿尸体，经家属辨认，警方初步
认定系“被盗”的未满月男婴王某明。

目前，琼海警方已依法对掐死自
己亲生男婴的林某某进行刑事拘留。

陵水一男子和妻子吵
架欲跳楼

消防官兵和民警
成功解救

南国都市报2月 13日讯（记
者杨琼文）2月11日晚上，一从四
川到陵水打工的男子与妻子吵架
后，喝了6瓶啤酒，然后跑到椰林大
道花园一横路的一工地吊塔上欲
跳楼自杀，经消防官兵和公安民警
历经两小时的努力，最终将该男子
解救下来。

据记者了解，爬上吊塔欲跳楼
的男子姓王，四川人，现年33岁，在
陵水打工，事发当天因家庭琐事和
妻子发生口角矛盾，一怒之下产生
了傻念头。王某经民警教育后，已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和妻
子好好相处，不再做傻事了。

@新京报：2月10日晚，在淄博火
车站内，一位旅客在前来送别自己的
父母面前突然跪地不起，并对着父母
磕起了头，而一旁满头白发的老父亲
则伸手抹着眼泪。这感人的一幕不
禁让人唏嘘不已。

这位下跪的男子在北京工作，
且之前已经4年没回家过年。父母已
经 80 岁了，是典型的“空巢老人”。

面对前来送站的老父母，加上之前
喝了点酒，情绪激动，自觉愧对父
母，所以长跪不起。这一跪道出很
多游子的辛酸。

但是根据报道，这位下跪的男子
在北京工作，而淄博到北京三个小时
的车程，想要回家，并不难，从情理而
言，四年没回家真说不过去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知道这

位男子为何4年没有回家过年，但父
母已经80岁了，回家看父母的机会也
不多了。我期待这位男子在下跪之
后，更要有所行动，回到北京不妨和
妻子商量，以后抽时间带妻子和孩子
多回家看看老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下跪让人泪奔，让人感动，但作为父
母，其实并不需要子女跪谢，更需要
孩子常回家看看。

橘红的底色，可爱的卡通女孩形
象，灯笼、鞭炮、福字等春节元素……
近日，人流稠密的北京地铁东直门站
出现了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亲爱的
爸爸妈妈别担心，世界那么大，人生
有很多种，单身也可以很幸福”。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如何面对“逼
婚”，从硬头皮搪塞父母，到选择逃
避，比如过年找借口不回家，或者干

脆租友欺骗父母，有的还惹出经济麻
烦和法律风险。如今众筹“反逼婚”
广告，喊出了内心的声音，向父母表
达内心的想法，通过“对话”解决问
题，值得肯定。

父母“逼婚”，既有传宗接代、延
续香火的希冀，又有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的传统思维限制。这些在父母
看来很正常的要求，对子女而言，却

在无形之中剥夺了恋爱、结婚的自由
选择权和时间决定权。

因此，是时候听一听子女的声音
了，也该放一放手了，别把子女当成
私有财产。关心子女，就别逼子女做
他们不想做的事，更别以关心子女的
理由伤害子女，不妨让子女替自己的
婚姻做主，满足子女自主选择生活方
式的权利和自由。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向父母下跪不如多回家看看

琼海一年轻母亲凌晨掐死未满月亲生婴儿

民警57小时破案

评论

男子车站内不配合安检
被行政处罚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王燕珍 通讯员潘天高）2月13日
上午8时30分，一名旅客在海南环
岛高铁临高南站过安检时，不配合
安检检查，还试图拿包打人，被民
警及车站安保人员当场制服。

据了解，该男子名叫王晓祺，
昨天刚和女朋友分手，心情不好，加
上喝了点酒，已认识到错误，并对自
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最终，王晓祺因扰乱公共现场
秩序被处罚款200元。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王
燕珍）13日下午16时许，在海渝西线94
公里+700米处临高境内，一辆黑色丰
田轿车接连撞倒了2辆三轮车，造成三
轮车上4死4伤，肇事司机当场逃逸。
事故发生后，临高交警立即启动重特大
交通事故处置预案。目前警方正在全

力追查肇事司机，同时警方也通过本报
呼吁，希望肇事司机早日投案自首。

2月13日晚19时许，有村民向本
报爆料，其同村村民李某一家五口回
娘家拜年，被轿车撞倒。据警方初步
调查，事故发生时肇事轿车司机逆向
行驶到对面车道，撞上了对面车道行

驶的2辆三轮车。事发三轮车上各有
5人，分别是2家人，一家姓李，临高多
文镇文山村人，事故造成李某的妻子
符某（今年30多岁）和9岁的儿子当
场死亡，另一家人姓付，江西籍，被撞
后当场死亡的是付某夫妻二人。

据了解，临高交警赶往现场发现，

事故发生后肇事轿车司机已逃逸。经
了解肇事司机是一名年轻男子，目前交
警正在提取相关证据，调查肇事车辆以
及肇事司机。如果您有线索，可拨打临
高交警的电话：28284325，同时警方
也提醒，肇事司机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尽早投案自首，配合警方调查。

轿车连撞2辆三轮车造成4死4伤肇事司机当场逃逸

临高交警呼吁肇事男子尽早投案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