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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戴
瑰） 上下高速无需取卡，2 秒钟通
行，不用现金付款，还能享受 9.5
折优惠。即日起，建行 200 个网点
可办理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 简称
ETC) 客户开户、充值“一站式”服
务业务。车主将电子标签装置及湘
通卡安装在车窗上，便可“秒过”
全省高速公路各个收费站。

ETC 专用车道是电子感应车
道，司机只需保持规定车速通过，
排队、停车、缴费等环节均可省去，
经过收费站只需 2 秒左右，通行效
率是高速公路收费站人工收费车道
的 8 倍左右。

省建 行将在全省 200 个网点

为居民办理，其中长株潭有 51 个
网点。办理流程非常简便：个人车
主凭身份证、建行信用卡或借记卡、
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即可办
理。单位车辆凭单位营业执照 ( 或
组织机构代码证 ) 复印件、单位委
托函 ( 加盖公章 )、委托人有效身
份证、机动车辆行驶证即可办理。

“目前市面上 ETC 价格大约为
420 元，推广期间，客户可免费申
办。”建行湖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 ETC 业务推广期，市民可
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对于
申办“湘通记账卡”和“湘通龙卡
IC 信用卡”的客户可免费租用湘通
电子标签（OBU）一台；对于首次

预存通行费满 1000 元的用户，则
可由建行免费赠送 ETC 车载装置。

目前，湖南高速公路 ETC 覆
盖率已达 70% 以上，建行 ETC 服
务网点的开通将为公众在高速公路
出行带来更大便利。

湖南建行开办 ETC 业务 高速公路通行费享 9.5 折

文 / 李泓冰
“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

数以亿计的中国游子，正规划着归乡
的旅程，或已经走在回家路上。这
个冬天，水陆空交通工具，不管从哪
里出发，都指向一个目标：家。

中国春节的全部意义，就在于
团圆。千门万户里都有一位母亲，无
数次想象着家门被游子敲响的那个
甜蜜瞬间。然而，很多被叫作“剩女”
或“剩男”的大龄未婚青年，宁可舍
弃堆积了整整一年甚至数年的蚀骨乡
思，因为担心被父母亲友逼嫁逼婚
而不愿回家。她，宁肯“芳树无人花
自落”，而他也宁愿“春山一路鸟空
啼”，以逃避婚嫁压力，换取暂时孤
独的自由。

倚门盼归的慈母意象，足以
温暖古今中外，何以成了他们试
图逃脱的压力？

父母们有错吗？在他们看来，
子女进入婚姻是一生幸福的起点，
平时帮不上忙，趁着春节打探情
况，包括动用社会关系为适龄青
年牵线搭桥，无可厚非。孩子们
也委屈，婚恋与否属非常隐私，
凭什么要在父母的社交圈里公然
晾晒，还被分析盘算？

所谓大龄青年问题古已有之，
何以于今为烈？要像被拐儿童一
般仰仗“微博解救”，要被广场相
亲大会消化瓦解，要让婚恋公司
赚得盆满钵满，还要成为父母亲
友喋喋不休的焦点话题，才下眉
头，又上心头？

如今30 岁上下的青年，赶上史
无前例的三碰头时代：第一批进入
婚嫁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的热切
期盼高度集中，比任何年代都厚重；
人口“流动性过剩”则进入第二期，
流动劳动力年龄结构大幅下降，不
像第一代那样往往是在家乡嫁娶后
才远赴异乡求职，而今年轻游子数
量大大高于往昔；城乡家庭伦理、
社会伦理与代际关系正在重构之中，
家庭概念在地理上的分崩离析与在
心理上的纠结相依形成鲜明对照，
远离乡土的熟人社会，年轻人的离心
力与中老年人依恋独生子女的向心力
同样强烈。这样的“三碰头”，使得
所谓“剩男”“剩女”与家庭的矛盾
被陡然放大，并在春节这个几乎是中
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里，集中呈
现。

说到底，这是一种新的代沟。
地理的、教育的与年龄的距离，

一同拉远了父母子女的心理距离。
年轻一代或者认为，孤独是一种
权利；年长者则认定，身为独生
子女，你的幸福与否维系着家族
荣辱。而不管男女老少，在一个
生存竞争日益严峻的物质社会，
择偶婚配也被商业化浪潮裹挟得
踉踉跄跄，诸如职位、出身、住房、
收入、发展机会甚至身高、外貌
的权衡，都似乎成了天经地义，
而爱情则鲜被提及，甚至被扬弃
进了被遗忘的角落……

当婚恋问题超越私域，被赋
予鲜明的时代特征时，需要重视
的可能就是相伴而来的阶层固化
问题。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择偶
的利益变现？是否因为依靠个人
奋斗实现自己梦想的空间并不宽
广，成功难以预期？

这让我们对新一轮的改革寄予
厚望。唯有深化改革，才能让全体
国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的机会，也才能让年轻人更好地拥
有爱的梦想，争取创业的机会，享
受奋斗的甜美果实，让一切美好的
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到了那一天，游子的回家，
才会更加欣然，更加坦然。

她时代观点 >>

“剩男”“剩女”怕回家过年源于新代沟

文 / 张西流
近日，记者获悉，民政部等正

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
护干预制度。中国现行法律中，虽
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
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表 示，希望通
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
人监护权的转移。

（1 月 21 日《新京报》）
近年来，监护人严重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折
射出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特
别是监护监督等方面，存在较为
严重的缺失。事实表明，父母法
律责任越小，孩子生存风险越大。
如果不能强行按下个别父母藐视
法律的头颅，那么对未成年人不
当教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
为可能会层出不穷。因此，建立
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显
得尤为迫切。

在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与

亲权是合为一体的，监护是亲权
的自然延伸。不可否认，家庭应
该是未成年人的避风港，是孩子
们安顿身心的“温床”。然而，一
部分未成年人正遭受着家庭暴力。
少年强则国强。因此，孩子固然
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当家庭
监护这个功能失灵的时候，未成
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应挺身而出，
建立社区、行政、司法等三位一
体的监护体系，坚强有力地彰显
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

首先，应建立家庭监护事前
干预机制，注重对家庭履行监护
职责的支持、帮助和监督，对家
庭提供相关公共服务，消除家庭
暴力危险因素。比如，在社区、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建立以强制
报告制度、监护人监督制度为主
要内容的早期发现机制，及时发
现、排查具有家庭暴力高风险的
家庭。较为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
和基层组织不能处理的案件，应

当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向公安、民
政等部门进行移交。同时，健全
多部门配合的有效行政干预机制。
政府应设立反对家庭暴力工作的
具体负责机构，组织基层公安、
司法、卫生、民政等部门，健全
系统的、综合的工作机制，并与
司法程序的介入互相配合。

更重要的是，强化可操作的
司法干预机制。虽然我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对
监护人的失职行为规定了训诫、
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等措施，
但这些规定零散、措施太柔和，
难以发挥作用。对监护人的这类
行为屡教不改的情形，也很少能
够进入司法程序，撤销监护人资
格后未成年人如何安置也是一个
问题。因此，司法干预不仅是实
现监护权的转移、对有过错监护
人实施惩戒措施，还要通过行政
与司法相衔接，建立未成年人安
置、监护、教育等长效机制。

教育评弹 >>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应彰显国家保护责任

文 / 黄春景
“在我没回家时，我妈是

‘亲亲’；快要回家时，我妈是‘嘻
嘻’……”春节临近，让远方
的孩子回家过年团聚，成为了
千万母 亲的心愿。1 月 21 日，
网上用一张展示母亲与儿子对
话回家的 9 个 QQ 表情图，引
发了网友们的疯转和狂赞！不
少网友看得眼眶湿润。专家表
示，简单的东西也能深入人心，
这幅图片最重要的是传达了母
爱和温情。

（1 月 22 日《重庆商报》）
年关之际，妈妈盼儿回家

表情图走红，背后折射出焦渴
的亲情召唤。这篇只有 100 多
字的“表情文”，每句话里都
有一个简单的表情，虽然看着
简单，却透露出一股浓浓的温
情。三千多人转发、点赞，从
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这个愈发
浮躁的社会，在感情匮乏的时
代，这篇“表情文”已成为人
们内心深处产生共鸣的载体，
展现出了亲情最可宝贵的一
面。然而，“表情文”走红的
背后，既让人对这份真挚的感
情感到开心，亦让人对此陡增
忧虑。

喜的是，妈妈盼儿回家表
情图走红，满满地充斥着团圆
的期待，背后那份浓浓的亲情
召唤，就像一缕柔柔的阳光，
温暖着游子的心灵。尤其是在
春运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
凝聚了太多的感情，也承载了
太沉的重量。“年”带给人们
心灵上的期盼与慰藉、幸福与
快乐、欢欣与鼓舞，是一年中
任何一个节日都无法与之比拟
的。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旅途

多么劳累、买票多么辛苦，都
敌不过亲情的召唤。100 多字
的“表情文”，是父母饱含热
泪的呼唤，也是奔波在外的儿
女挂在心头的期盼。“表情文”
走红，将会是一枚催化剂，唤
醒更多人回家的欲望。

忧的是，“表情文”走红
背后，说明不少人平时很少对
母亲表达爱意，不能常回家看
看。前些日子，在郑州五一公
园内，10 位老人一起举起纸
板，纸板上写着：“春节，爸
妈想你了！按照《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他们一边举着纸
板，一边还合唱起《常回家看
看》。虽说有了新修订的《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但也有兼
顾不周的地方，因此老人才迫
不得已通过另类方式喊孩子回
家过年。某网站曾做过一项调
查，数据显示与父母相处的时
间最长的有十几年，最短的只
有十几天。尽管结果各不相同，
但网友们都不约而同表示，和
父母能够真正相处的时间真是
太短了。由此可见，“表情文”
走红既是一种亲情召唤，亦散
发出不容忽视的情感焦虑。

总而言之，不论是“老人
喊孩子回家过年”还是情感真
挚的“表情文”，亲情唯有自
觉和主动，才不至于每年上演

“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常
回家看看”已经成为了关爱老
人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了一句
常用口头语。而“表情文”作
为“常回家看看”的序曲，能
不能共鸣发声，关键在于子女
的用心弹奏，方可演绎出一幕
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的“感人
大戏”。

“表情文”走红背后的亲情召唤
社会观察 >>

文、图 / 吴之如 　
“你得了千年难遇的性病”，长沙长海医院一名医生的一句话

让前来就诊的美发店工作人员小郑吓蒙了，当天就花了三千多元
治疗费。小郑事后去了其他公立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疥疮，一
种皮肤病，只花了 300 元钱就治好了。（1 月 22 日《潇湘晨报》）

这个医生如此吓唬病人，将寻常疥疮说成是“千年难遇的
性病”，当然不是为了寻开心，不过是要尽可能多地诈出患者口
袋里的钱而已。如此公然的医疗欺诈行为，有违社会公德，更与
医务人员本该具备的起码医德格格不入。在这一医案中，医生其
实凭其医学常识明知道患者与性病毫不相干，却偏要故作神秘地
向病人宣称其所患为性病，而且还“千年难遇”，以便在恐怖气
氛下让患者乖乖掏钱。

治病无方，贪财有术，此类披了白大褂的邪门“医生”，有
关方面也该出手整治整治了。

漫画漫话 >>

“千年难遇的性病”，
这个医生贪财有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