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爸猫妈”暑假总动员

“虎爸”的抉择
“duang”的一下暑假来了。 不仅

享受假期的学子们兴奋，就连家长们
也开始忙着规划起来。 今年 48 岁的
张崇明便是正在忙着做假期规划的
一员。

张崇明的儿子就读于河北大学
中文系，即将读大三。 面对当下严峻
的就业形势，他不得不为儿子未雨绸
缪。 早在一个月前，他便通过朋友在
石家庄一杂志社为儿子谋得了一份
实习岗位， 希望让儿子提早接触社
会，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能力。

“这个岗位主要是从事文字编辑
工作，和他所学专业也算对口。”张崇
明说，他相信儿子通过两年时间在大
学的学习， 理论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为了不让儿子
自视太高，有必要让他接触一下实际
工作，只有将所学运用到实际中才算
真本事。

同时，张崇明还想通过这次实习
工作，让常年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
儿子学会为人处世， 了解世事艰辛。
他说，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儿子早晚
要面对，在实习期间儿子将会一个人
在石家庄租房子住，所需费用他会先
借给儿子，等到儿子实习结束，再用
所赚工资偿还。

“其间，他会一个人生活，会接触
到形形色色的人， 如何交到益友，需
要他自己判断、取舍。 ”张崇明说，在
实习期间他不会在细节上为儿子制
定条条框框， 诸如如何与人接触、如
何工作等等他会让儿子自己体会，在
他看来， 人在青年时期碰几次壁、遇
到一些挫折是有好处的。

“在他工作的同时， 我还会要求
他不要放下书本。”张崇明说，社会实
践是学习，啃书本也是学习，两者不
矛盾，所以他想要儿子工作期间每天
抽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看所学
专业书籍， 与实际工作相互印证、结
合，这样儿子将会有更深刻的领悟与
体会。

“猫妈”的梦想
与张崇明一样， 谢媛也是一名

即将读大三学生的母亲。 但与“虎
爸”张崇明不同，她是一名彻彻底底
的“猫妈”。在这个暑假里，她想抛夫
携女游历祖国山川， 给女儿一个梦
幻假期。

“读书行走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我年轻时就很喜欢旅游。 ”谢媛说，
她希望女儿能继承她这一点， 在游
历过程中一点点体会、感悟生活，因
此她才会有带女儿旅游的想法。 不
过她并没有报旅行团， 而是准备和
女儿一起自由行， 终点站也没有考
虑，只想着“一路向西”。

“虽然没想好终点站到哪，但是
第一站我想带女儿去山西绵山。”谢
媛说，绵山是她和丈夫相恋的地方，
她想在那里为女儿讲述她与丈夫在
青葱岁月时的那段“绵山恋”，让女
儿分享自己的幸福回忆， 同时借此
为女儿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首站选择绵山，除了让女儿分
享幸福回忆外，谢媛更想让女儿领
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因为在她看
来，女儿虽然优秀，却对中国传统
文化不感兴趣，思维方式、言谈举
止过于“新派”，而绵山有着深厚的
文化背景，她想在山中为女儿讲述
介子推携母隐居被焚于山中的故
事，告诉女儿寒食的由来，她希望
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和秀美景色，让
女儿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告诉
女儿传统并非过时与老土，而是一
种永恒。

“第二站我准备带她到西安看
一看。 ”谢媛说，西安是一个有着深
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带女儿在这里
感受中华文化是再好不过的去处。
她想到西安后带女儿首先去黄帝
陵拜祭，然后去灞桥体验一番“年
年伤别，灞桥风雪”，她不期望通过
此行立刻扭转女儿的思想，但只要
女儿有些许改变，她便会觉得此行
不虚。

“逆子”隔空挑战“虎爸”
“如果我想工作，我会自己

找，不需要安排，虽然我是您儿
子， 但我已经是一名成年人了
……” 这是张崇明的儿子面对
老爸决定时隔空电话里说的一
番话。虽然非常不爽，但张崇明
却没有办法，“的确， 儿子已经
是成年人了”，良久张崇明才喃
喃说了一句话。

“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不
听过我的话， 如今上了两年大
学，怎么性子就变了。 ”张崇明
说，儿子只看到他的硬性安排，
却没看到他的一番苦心， 他只
是想让儿子通过工作接触社
会，并非要摆布他，而且由于这
个实习岗位是他朋友介绍的，
因此这家单位的情况他比较了
解，不会让儿子误入歧途，学到
一些不好的东西。

“他说会自己去北京找单
位工作， 但暑假就这么长时

间， 哪有这么现成的工作等
着！ ”张崇明说，对于儿子放
着现成工作不去， 偏要自己
找的做法他很担心， 因为儿
子从来没有过工作经验，现
在许多黑心企业坑骗大学
生、 恶意拖欠薪金的事情时
有发生， 他怕儿子上当受骗
影响学业。 同时他也担心儿
子工作的单位规模过小、起
点过低，影响了儿子的眼界，

让儿子有了“工作不过如此”
的想法。

面对儿子的“悖逆”张崇明
始终没有解决的办法， 只得一
遍遍说着自己的良苦用心。 过
几天他准备向单位请假去学校
找放假不归的儿子谈一谈，希
望凭借一颗真心将儿子劝回
“正途”。实在不行，他还准备启
用 B 计划———“就是绑也要给
他绑回来”！

“猫妈”星夜进京“护女”
就在张崇明为儿子之事

头疼不已时，谢媛也收到了远
在北京女儿的回复。 在电话
中，女儿明确告诉她不会陪她
游历大好山川，而是要和自己
的男友去欧洲看一看，并且护
照在这学期开学前便已经从
家中拿走了。

“这是早有预谋啊。 ”听完
女儿的回复，谢媛良久才愤愤
地说了一句。 她现在已经没了
让女儿体会传统文化的心情，
一颗心都落在女儿的那个小
男友身上。 她掏出手机用微信
给女儿发了“父母在不远游、
大学生谈恋爱影响学习、我不

会给你钱的”3 句话，但随后女
儿便回复过来一条“貌似大学
生可以结婚的哦，钱我爸已打
到我卡上了”， 气得她将手机
来了次“飞行模式”……

“女大不中留啊！ 这回我
是真信了！ ”谢媛委屈地说，女
儿什么都好， 就是总不听话，
上大学前她就告诉过女儿在
校期间不要谈恋爱，可女儿刚
上大二就有了男朋友，这在她
那个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因此她非常不理解女儿的
做法。

“还有，欧洲虽然不错，但
我们祖国的山川也非常秀美

啊。 ”谢媛说，祖国的山水每一
处都有着动听的故事，徜徉在
山水间， 听着动人的传说，是
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因此她
才想让女儿分享这份惬意，但
不料女儿却抛下她，在一个她
没见过的“坏小子”怀抱里去
欣赏欧洲景色了。

谢媛一边向记者委屈地
诉说，一边在网上订好了去往
北京的车票。 她要尽最大努力
阻止女儿前往欧洲，如果没办
法阻止，她会和女儿一同前去
欧洲，在她看来，女儿的男友
可能会随时欺负女儿，因此女
儿身边一定要有“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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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E55609宝马 5系汽车车主：
您的汽车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起停放在天一广场 1 号连廊

处，因此通道为消防疏散通道，属禁停位置。 故请您于 2015 年 7
月 8日前将汽车移除，涉及车辆维修事宜请您与天一广场客服部
联系，电话 3132011；如您逾期未将车辆移除，由于其它各方面因
素引起的车辆损失一概与天一广场无关，责任自担。 特此通告！

邢台家乐园天一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4日

通 告

注销公告
邢台易生天润新能

源有限公司 （注册号：
130521000007216）， 成立
日期：2008 年 3 月 3 日，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希望
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
办理。 如本公司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
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易生天润新能源有限

公司
2015年 7月 3日

声明
邢台途顺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冀 EF1151 号车
营运证不慎丢失，证号为：
521339175，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县南石门镇太

行大街 29 号居民文瑞不
慎将二代身份证丢失，证
号 为 ：
130521198309162791， 签
发日期为：2010 年 11 月
16日，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南和县平安运输有限公司名

下机动车冀EM578挂，车辆型号
重型厢式挂车， 车辆识别代号
LA99FC53581XHTH91。 此车
为黄标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
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
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解体，因
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
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车辆
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已丢
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
告作废。

特此声明

■本报记者 刘东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