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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式可让“躲年族”
越来越少
湖南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黄诚

对中国人来说，除夕和春节或
说过年是动员能力最强、参与面最广
的一项最具传统特色、最重大的节
日。但近年来，有一部分人因为各
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或者不能回家过
年，成为“躲年族”。其背后折射出
很多社会问题：年味越来越淡、人
与人之间的攀比炫富、大龄青年被
家人逼婚……

从社会层面来看，年味越来越
淡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一是过年
的一些传统仪式和活动离我们当前
的生活越来越远。二是物质丰富瓦
解了过去那种过年的强烈期盼。三是
商业已经全面地渗透我们的传统春
节，淡化着传统的节日氛围。过年的
各种食物准备、各种仪式活动所需
的用品等，市场全面代劳，小农时代
的手工制作全面退出，带来了便利的
同时也失去了参与的乐趣。

最重要的是，“年关”的含义在
扩大。过去，对于贫穷人家而言，过
年称之为年关，或因借债或因财力不
济无力置办年货。现在由于很多人长
期在外地工作，过年才回家，因而过
年相互拜访之时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
询问生活、收入甚至家庭和婚姻状况，
甚至还有家里人逼婚的，但这些问题
对于某些人而言不胜其烦，甚至视为
压力，从而不愿意回家过年。

黄诚认为，让“躲年族”越来

编后：
回归传统是近一两年的社会一大思潮。过好春节便是回归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躲年族”虽然有很多现

实的原因，可以理解，但无疑是与这个潮流背道而驰。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它，解决它呢？除了“躲年族”自己
要改变心态，家庭也应该尽量在团圆之时扩大喜悦，减弱矛盾，共同营造一种和谐的过年气氛。比如，对于躲
逼婚的，家人可以用体谅的方式来沟通，而不是强迫相亲；对于躲热闹的，家人也应该有商有量，把大家庭的
聚会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或者时间；而对于躲人情高消费的，则应该全社会一起来抨击盲目攀比之风，因为，
提倡节俭，除了倡导不要大吃大喝，把红包等人情费用控制在一个能够接受的范围，更能彰显礼轻情义重的传统
美德。相信，有家庭、社会、专家等一起努力为“躲年族”支招，一定可以把春节这项传统节日回归其本来的面目。

快人一步！畅享 4G 精彩！
湖南移动开通4G 并启动试商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何
军霄  通讯员陈凡军 周艳） “忘了
关 4G，一觉醒来你的房子就归移
动了”“4G 速度快得让你资产回到
十年前”……春节前后，围绕 4G
的各种段子成了微博、微信的热点。
果真如此吗？2 月 8 日，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隆重举行
4G 网络开通新闻发布会，同步启动

“湖南移动万名 4G 先锋客户招募”
活动，全面诠释众人期待的 4G 网
络、资费、业务、服务。湖南省人
民政府黄兰香副省长、长株潭政府
领导、省通信管理局相关领导、三
星、华为等 4G 产业负责人、省内
各大媒体新闻记者出席会议，共同
见证了我省正式迈入 4G 时代的里
程碑时刻。在 4G 开通现场，技术
人员向大家展示了4G 网络的快捷：
用 4G 手机在线播放高清电影、视
频节目等，一点都不卡；随意拖动
进度 0 缓冲，点到哪里放到哪里。

据湖南移动周承阳总经理介
绍， 作为全 省首家开 通 4G 的运

营商，湖南移动在网络、业务、服
务、终端等各方面都做 好了充分
准 备。2013 年 4 月， 湖 南 移动 率
先 在省内进 行 4G 基 础网络的规
划，目前已新建 4G 基站 6000 多
个，基本实现了长株潭区域市、县
绝大部分城区 4G 信号覆盖，力争
到今年 3 月份全省开通 4G 基站超
8000 个，6 月份达到 12000 个，到
年底，4G 总基站规模将超过 2 万
个，基本实现全省乡镇驻地以上区
域全部覆盖。新老客户购买一部
4G 手机，不需换号，到营业厅就
可快速免费更换手机卡，同时免费
开通 4G。针对大家普遍担心的资
费问题，湖南移动推出了从 40 元
400M 到 280 元 10G 共 七 档 流 量
套餐系列供客户选择， “流量加
油包”“流量使用提醒”和套餐外

“500 元 /15G 流量双封顶”等服务，
让用户畅享 4G 精彩，从此不用担
心流量超标问题。目前已有三星、
苹果、HTC、华为、酷派等各大品
牌近 30 款移动 4G 手机上市销售， 

预计 2014 年将陆续上市超过 200
款，产品覆盖高中低各个档次。目
前，全省移动营业厅、湖南移动门
户网站、社会合作渠道均可购买
移动 4G 手机。4G 手机具备多模
多频功能，在没有 4G 信号时，4G
手机可自动回落到 2G、3G 网络上
使用。

据湖南移动李大川副总经理
介绍，目前 4G 网络尚处于试商用
阶段，移动公司正在对信号覆盖
等进行完善优化，建议长株潭客
户在 3 月份正式商用后再使用，省
内其他地区 5 月份正式商用后再使
用。如果客户想抢先一步体验 4G，
可在 2 月 8 日至 28 日通过两种方
式参加“湖南移动万名 4G 先锋客
户招募”活动：1、登录湖南移动
网上营业厅—优惠促销—4G 体验
专区—4G 体验—我要报名（www.
hn.10086.cn/zt/4G/practiceHome.
jsp）报名，移动公司将审核客户资
料后通知客户办理；2、至移动自
营厅友好客户招募专席现场办理。 

4G 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
称，4G网络与2G\3G 相比，具有更高
更快的数据承载传输能力，网速最高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M，传输速率最
高是3G的10 倍以上。如果说 2G 是
乡间小道，3G 是城区道路，那么4G

就是高速公路。拥有一部4G 手机或
4G 终端，可以自由接入移动互联网，
快速下载和上传相关文字、图片和影
像资料。一部700M的高清电影，原来
用3G下载需要半个小时，现在用4G
网络下载，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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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躲年族”有三大原因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有人分析，人们不想回家过年的
主要原因，除了年味越来越淡之外，
父母逼婚和越来越多的人情往来消费
也是重要的因素。事实真是如此吗？

根据新浪网正在进行的“您是
否是‘躲年族’”调查显示，对于造
成“躲年族”的原因，排前三的依次
是“年味越来越淡，感觉没意思”，

“人情消费负担不起”，“父母逼婚
或者相亲”，分别有 37.2%、35.5%、
16.8%的人选择相应选项。

而 91 问问调查网 2 月2日-6
日发起的“您认为造成“躲年族”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显示，共有
22927人参与投票，排在前三的与
新浪网相同，只是排位不同。其中，
38.5% 的人认为是“人情消费负担不
起”，16.2% 的人认为是“年味越来
越淡，感觉没意思”，9.2%的人认为
是“父母逼婚或者相亲”。其它原因
还有“路途太远，坐车太累”等。

此外，新秦调查网春节前进行的
“你认为造成‘躲年族’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155
人当中，26.67%的人选择了“人情消
费负担不起”，24.33%的人选择了“年
味越来越淡，感觉没意思”，21.30%
的人选择了“父母逼婚或者相亲”。

逃过一“节”！我们为什么躲新年
（上接 A05 版）

越少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家
人和亲朋要尽量避免在过年这一人际
互动最大的时候处理一些他人不愿
意面对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留待
日后再解决；二是应该引导人们逐渐
形成一种不干涉“个人隐私”的习惯，
不要把属于个人问题的事务扩大到
家庭层面甚至家族层面来解决；三
是家人和亲朋之间应多包容、多理
解和多尊重，营造祥和欢乐的过年
氛围，避免祥和欢乐中的尴尬和不
愉快。

●全社会
都来关注“躲年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

常回家看看，是父母对儿女发
出的心声，是他们最朴素的要求。“躲
年族”要放下心理负担，要珍惜与父
母相聚的机会。等到“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时日，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躲
年族”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比
如蚁族、大龄男女等，这不是一个
人就能解决的，要全社会都来关注。

●杜绝盲目攀比，
以免抬高人情消费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丁润萍

给孩子“压岁钱”，是中国的传
统习俗，寓意“压住邪祟”。随着经
济条件越来越好，大人们拼面子发
压岁钱，孩子们也开始比谁拿到的压
岁钱多。今年，北京有孩子的压岁钱

您认为造成“躲年族”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年味越来越淡，感觉没意思 (37.2%)
人情消费负担不起 (35.5%)
父母逼婚或者相亲 (16.8%)
工作原因脱不开身（5.6%）
其它（5.0%）

上图显示的是当前新浪网正在进行的在
线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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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城市时尚盛典将
在西安启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实习记者 
刘浩）时尚点燃都市梦想。由陕西
日报传媒集团主办，陕西当代女报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国
城市时尚盛典年度时尚大奖颁奖
典礼将于 2 月 22 日在古城西安盛
大启幕。

此次中国城市时尚盛典包括城
市时尚论坛以及年度时尚大奖颁奖
礼两部分内容，以表彰时尚经济领
军企业，彰显榜样力量，标注新时
期西安时尚产业新坐标。同时，以
时尚盛典为契机重新梳理城市时
尚版图及演变进程，研讨时尚消费
新发展模式，迎接西安时尚产业的
发展新机遇与新挑战。

届 时 将 会 有 50 余 家 主 流 商
会、上百位西安时尚界精英以及
近两百位高端商会消费者，数十
家主流媒体与会参加，共同票选
见证 年度时尚大 奖的 最 终归属，
共襄盛典盛况。

■消息

数据说话》 专家说法》 达到了2万元。丁润萍认为，当前春
节人情消费的日趋攀高，给“躲年族”
带来压力，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自身
的盲目攀比心理。在丁润萍看来，包
括压岁钱、给老人的过年钱等在内的
春节人情消费，从本意上而言，一方
面是过年图个吉利，但主要的还是为
了增进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节人情消费是
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丁润萍提醒，给
压岁钱其实是一种春节文化的传承，
绝不能将其异化为金钱游戏。

●面对大龄未婚，
不能“逼”人太甚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新

家长和亲戚朋友出于关心想去了
解晚辈的发展状态，如工作、收入、
婚姻等。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却
不一定领情，面对家长的“盘问”或
者是逼婚等很是反感，甚至态度也较
为不礼貌。陈新认为，家长和子女都
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这种问题，作为
父母应该多体谅孩子在外面辛苦工作
一年，回家了就应该多说些开心的事
情，而子女也应该理解父母的用心。
父母希望儿女带回一个男友或者女友
是出于爱。任何一个父母都不会希望
孩子因为期望而变得焦虑。

陈新称：“无论是逼婚、要债还
是搞聚会，春节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
节日，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的‘年关’，
即使是有些事情看上去已经到了非解
决不可的地步了，那么也应该采取一

种较为温和的解决之道，不能‘逼’
人太甚。”而作为年轻人，也应该与
家人进行有效沟通，重新审视自己
的恋爱观，主动出击。

●调整自己心态
心理学专家刘瑶

社会太浮躁了，人们内心也很浮
躁，我们改变不了世俗，但是我们可
以改变自己。如果亲人在家里，我们
就回去看一看，实话实说告诉亲人我
在外面也很不容易。和睦、亲人团
聚大于一切的金钱和物质，大于一
切的面子和虚荣。自己不要太敏感
和虚荣，不要太爱面子，调整心态让
自己快乐地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