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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唐
铁祥） 日前，建行湖南省分行推出
的“自动理财账户”正式上线，引
人关注的是，12 月 11 日发布的首期

“自动理财账户”预期年化收益率达
6.2%。

 “自动理财账户”为人民币非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投资起
点为 10 万元，投资期限大多为三个
月左右。该产品具有资金进出灵活，
投资方便的特点，即“一次签约、自
动投资”，客户只需在网点签约自动
理财账户业务，每次扣款前银行通
过短信确认是否参与扣款，客户通
过短信确认即可完成 交易。目前，

客户可通 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建行各网点“秒杀”认购。

“产品的发行周期约为每周一
期，目前，募集资金的投向为银行
同业存款等风险较低的领域。根据
市场情况，每期产品的预期年化收
益率会有所波动，首期‘自动理财账
户’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了6.2%。”
建行湖南省分行个金部产品经理唐
铁祥介绍 ,“自动理财账户”以低风
险、较高收益、资金流动性强等特点，
一经面世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首
期产品发行规模为 5 亿元，两天内
已认购一空，其中县域认购占到了
30%。”

据悉，自动理财账户是建行湖
南省分行理财产品的一个重要补充。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自动理
财账户对提高客户满意度，丰富银
行理财产品种类，拓宽银行收入来
源渠道具有实际推广意义。

湖南建行“自动理财账户” 首期年化收益率达 6.2%

■她时代观点

文 / 郭元鹏
1 月 14 日，洛阳西工区五女冢小学举行期末典礼，全

校 500 余名学生都拿到了奖状。三好学生奖、爱心小天使奖、
阅读英雄奖、进步之星奖、文明之星奖……领到奖状的孩
子个个笑逐颜开。“让每个孩子获奖，就是要给每个孩子
一次成功的体验，让他在激励中对人生和未来满怀希望与
憧憬，感悟到原来自己也很优秀。”该校校长颛社玲告诉
记者。

（1 月 15 日《大河报》）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之下，只有个别孩子能够在假期结

束的时候领到一张奖状。这种奖状是对优秀学生的鼓励。
当然，鼓励优秀学生是没有错的，这样可以让优秀学生更
加奋进，也给其他孩子一个学有目标、赶有方向的载体。
但是，这也会给其他孩子带来不小的伤害，他们会认为自
己不够优秀。

对于孩子而言，优秀或者不优秀，原本不该有明显的
分水岭。熊孩子不见得就不优秀 , 而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在
其他方面不见得就优秀。学校眼中优秀的孩子，大多指的
是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而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仅仅有
学习方面远远不够，更需要全面发展。

洛阳的这所学校让人人都能领到奖状，他们的奖项设
置是全面的：进步之星、阅读英雄、文明之星、爱心天使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优秀的，只是他们的优秀体现
的不是同一个方面。比如有的孩子虽成绩不是最好，但他
们却是上进的，颁发一个进步之星，会让他更加坚定前行
的决心；比如有的孩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却缺少了
诚实和爱心，此时颁发的爱心之星、诚实之星，也会让学
习好的孩子向爱心之星学习，向诚实之星学习。

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还需
要各种各样的孩子。这么多的奖状，这么多的奖项，告诉
孩子的是他们都是优秀的，他们可以互相学习别人的优秀
和闪光点。孩子都是有可塑性的，这就为未来栋梁的塑造，
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寒假人人有奖状”是素质教育的丰盛大餐，“寒假人
人有奖状”是鼓励教育的创新之举。让“我是优秀的”在
每个孩子心间生长吧！

文 / 王玉初 图 / 毕传国
武汉城管去年出台全国首部城

管考核办法，将在 8000 多名城管人
员中找出 10 名“最差”。武汉市城管
委日前公布首轮考核结果，排名后
10 位的全是临时性质且没有编制的
城管协管员。这 10 名协管员因排名
靠后“丢了饭碗”。(1 月 14 日《法制
晚报》)

10 名“最差”城管都是临时工，
不免让人产生许多疑问。　　

一问，“最差”的10 名临时工城
管是怎样被招聘进来的？当初是否对
其录用资格进行了严格把关。

二问，城管队伍中为何有那么多
协管队员？若确实因工作需要，为何
不增加正式编制，招录正式城管队员，
而非要聘请临时协管队员？

三问，为何出事的总是临时工？
对城管队伍必须加强岗前培训和职业
教育，不能一出事就是临时工。

四问，临时工是否有健康的心态？
临时工是否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将
与工作成效直接相关，亟须多加疏导。

武汉城管评出10 名“最差”城管，
是自我揭丑的一个评选，是管理所需，
无可厚非。不过，群众更关心的是，
城管执法能否依法办事，多一点人性

化。所以，以后评“最差”城管也要
听听群众的意见。

■教育评弹

关键词：寒假

“寒托班”抢娃娃需要监管跟进
文 / 王琦   

“清早带您的孩子激情英语、朗诵国文，下午做化学
实验、看益智电影……”寒假开始，记者走访发现，贵阳
市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纷纷拉开“寒托班”旗帜，争抢寒假
托管“蛋糕”。

（1 月 14 日《贵阳晚报》）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亲自陪伴自己的孩子，但是在现实

压力下，普遍的双职工家庭模式明显无法将其愿望实现，
尤其到了寒暑假，孩子放假了，可父母却仍要朝九晚五，
孩子的去处就成了家长的心病。

各种假期班顺应市场而生，给孩子、家长解决了难题，
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相伴而来的培训班市场乱象也应
声而来。事实上，近年来，有关培训班乱象的新闻不断见
诸报端，有些培训班虚假宣传与实际授课或教师资料不符，
有的随意减少授课时间，更换授课老师。收费乱象更是比
比皆是，畸高收费却并一定带来高质量教学，甚至有的培
训班直接没有办学资质，或授课教师并无教学资质。

面对遍地开花、良莠不齐的培训班，家长们往往无从分
辨真伪，除了依靠并不真实的广告和口口相传的疗效之外，家
长们别无他法，更不用提在事后维护自身权利了。如果不满其
教学质量或其他原因想退费则是痴心妄想，如果教学内容与
宣传不符也往往审诉无门，在举报无门，查证难，相关法律
法规缺失的情况下，选择培训班变成了踩石头过河的“撞大
运”。甚至有的培训班已被证实无办学资质却仍能办学，没有
教育局颁发的相关手续却能得到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监管
往往变成“踢足球”，家长权利无法保障。

培训班乱象的背后是家长对机构资质、辅导师资等内
幕无从知晓，是成本低、利润高、管理真空造成的行业机
构“大爆炸”，是有关部门的管理混乱，更是相关法律法
规的缺失。面对火爆的培训行业，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净化这块祖国花朵成长的土壤，莫让孩子变成行业发
展的牺牲品，针对市场给出市场定价，制定相关协议维护家长
与孩子的权利，公开拥有资质的培训班和相关教师，并且加
强监管，对违反规定的机构进行严格查处与惩罚，给火爆的
培训班市场浇盆冷水，莫让暴利红了双眼误了孩子。

“寒假人人有奖状”
是素质教育的丰盛大餐文 / 仲鸣

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亚东 1
月 13 日表示，目前解决“一票难求”
没有时间表。他称，”一票难求“的
问题不仅仅是运输能力问题，还涉
及到旅客的选择问题，是一种市场
行为和旅客选择行为。

（1 月 15 日《广州日报》）
“解决‘一票难求’没有时间表”

的说法，引发一片嘘声。不少网民“翻
起旧账”：在这问题上，此前的铁道
部曾几度表态，2007年说是“到2010
年将解决春运‘一票难求’”;2009 年
又说“2012 年基本解决‘一票难求’
问题”;2011年又换了个说法：“2015
年‘一票难求’将成历史”……而今，
一句“没时间表”，干脆又推翻了先前
所有表述。

平心而论，“一票难求”，在眼下
确实很“无解”。“中国式春运”这蔚
为壮观的景象，也是多重因素叠合作
用的结果：如城乡二元体制、地域资
源失衡造成的频密流动；民俗映照下
的春节文化与家人团聚传统；票价导
向下的出行路径选择单一等。

在此情境下，每逢年关，春运压
力向铁路系统聚合，就无可避免。而
铁路运力不足、线路布局不均等，也会
被放大呈现，成为舆论呛声的汇流之
地。但又因春运的短时性、周期性特征，
若依据春运的“节点性需求”来提升运
力配置，那势必造成在日常时段的运力
资源浪费。所以说，寄望于铁路消化井
喷的迁移需求，本就是奢望。

铁路总公司的解释，不乏合理成
分：除非能拓宽运输路径和实现错峰

回家，否则“一票难求”就很难立马
消解。问题是，既然“一票难求”难
解，铁路部门又何必动辄作口头承诺，
抬高公众预期 ?

公众对“一票难求”确实颇多埋
怨，但它寄寓的诉求，并非买票难立
即“无影无踪”，而是督促涉事部门、
机构能拿出诚意，消除沉疴：比如说，
改进 12306 的某些设计，让它跟民众
公平购票的诉求无缝衔接；打击黄牛
……还有，以革除垄断之弊的方式，
提升铁路领域的服务质量，铁道系统
改制，就已释放积极信号。

说到底，就算“一票难求”难解，“一
诺难践”也不应该。但愿铁总也能在
舆论诘问中，读懂民意，也以切实的
便民之举，纾缓公众在春运时的局促
境地。

“一票难求”纵无解，“一诺难践”也不该
■社会观察

咋这么巧？最差的都是“临时工”

文 / 何勇海 
日前，江苏泰州一自称“小学

生”的网民向市长邮箱写信表示，每
天上下学会看到一幅明星林志玲的广
告，每天经过都忍不住“看看她深深
的乳沟”，影响了学习，遂向市长求助。
不过，当地政府却回复，广告不违规，
无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月 15 日《云南信息报》）
理性地看，那位自称“小学生”

的网民，未必是真正的小学生。即使
不是小学生，也别拿“‘小学生’投诉
乳沟广告”当笑话看。如今，袒胸露臀、
性感无限的低俗广告几乎随处可见。
这些暴露广告，对大人而言虽然不具
什么诱惑力，但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
成年人来说，几乎不亚于“准黄片”，
污染着孩子们的视野，伤害着孩子们
的身心健康。

正基于此，投诉低俗广告对孩子

造成的坏影响，事实上已经不是新鲜
事。去年就有一位南京网友向媒体投
诉称，干露露的大幅暴露照立放在几
家小学、幼儿园、中学、高校附近，
引发网友质疑：这些广告是要挑逗谁？
再如某洗脚城把美女广告贴在城市外
墙上。像这类低俗广告及其引来的投
诉，近年来不绝于耳，将更多孩子裹挟
进来、饱受污染之势，实在让人忧虑。

对这类投诉，泰州市长邮箱的回
复——该广告不违规，也无损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让人不敢苟同。低俗
广告除了不违规，还要看它是否违反
了基本的社会道德。像这类让孩子们
充满好奇、时常回想起“深深的乳沟”
的广告，恐怕就涉嫌有悖社会公德、
败坏社会风气、污染儿童心灵了，岂
能只以相关规定，来检视它是否应该
存在？公共空间的商业广告，要坚守
道德这一条最基本的底线。

在我看来，认为暴露广告不违规
的政府回帖，是失之过宽的表现，看
不出一个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定位与智
慧。即使投诉暴露广告的不是小学生，
也有可能是为孩子们担忧的家长或老
师啊！希望其他地方的职能部门，在
面对这类投诉时采取正确做法，比如
派出相关人员介入调查，若认定是不
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低俗广告，就应
该予以拆除，以维护城市形象。

说穿了，在一些地方，低俗广告
之所以能够横行于稠人广众的公共空
间，除了广告发布主体缺乏社会责任
感，只关注广告的经济效益，抛弃了
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义务之外，还与
地方监管部门没有深刻认识到净化广
告文化环境的重要性有关。为了促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必须补上这重要
的一课。保护儿童，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的未来、民族的未来！

别拿“小学生投诉乳沟广告”当笑话看

■漫话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