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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

（0731-82333623）。

⑦

■百闻一建

湖南建行开办ETC业务
高速公路通行费享 9.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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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公司关注到原客户
吴聪女士 (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人）多次到网络及长沙新闻媒体
发布不实消息，对我公司声誉造
成极大影响，现就吴聪女士孩子
在我公司接受护理服务期间生病
事件澄清如下：

1、我公司是合法的母婴护
理机构，主要对母婴进行家庭服
务及护理，并不涉及任何医疗治
理服务。我们与客户的合同中均
有约定：对入住我会所的母婴如

身体发生异常，一经发现我公司
即会提醒母婴尽快送医，公司将
提供送医车辆及陪同人员进行服
务。 

2、该客户孩子患病的病因，
没有任何诊断及证据说明是我会
所服务或由我会所直接造成，我
公司也多次建议该客户通过法律
途径来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3、该客户已多次在我会所
无理闹事，严重影响了其他妈妈
和宝宝的正常生活秩序，望岳派

出所已出警警告过该客户的不法
行为。

4、该客户故意伪造假身份
（假名：吴卓恩 ) 在我公司签约，

同时并未按约提供真实的计生证
件及结婚证件至我会所。

5、我公司建议该女士通过
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如该女士继续混淆视听，我
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其赔偿
我公司的一切损失。

长沙多喜月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声 明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
员 钟海萍）3 月 26 日，蓝山县
妇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
人员有“两代表、一委员”（即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及县妇联全体干部职工（包
括退休人员），县政府副县长
赵七秀和县委第八督导组出席
会议。

■妇联星空

长沙百户家庭获评“五好文明家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3 月 26 日，长沙召开了
市“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协调小组会议，市政府副市长
夏建平及全市“五好文明家庭”
创建活动协调小组 28 个成员
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市政
府副秘书长刘秋成主持会议。
会上，市“五好文明家庭”创

建活动协调小组副组长，市妇
联主 席谭慧慧首先作工作报
告。报告回顾总结了过去一年
全市“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开展情况，并就下阶段创建
工作提出思路。会上，通报了
长沙市 2013 年“百户五好文明
家庭”评选情况。

益阳市妇联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张晓萍 胡雪玲）3 月 28 日，
益阳市妇联机关全体党员聚集
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在庄
严肃穆的毛主席铜像前，面对
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再次重
温了入党誓词。市妇联主席杨

丽仙要求大家牢记宗旨，继承
老一辈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妇
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
把妇联组织真正建成党开展妇
女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广大
妇女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

湘西州妇联举办苗绣加工订单培训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彭霞）4 月 1 日 , 湘 西土 家
族苗族自治州妇联、花垣县妇
联两级妇联组织在花垣县排碧
乡十八洞村举办了首届苗绣加
工订单培训班，该村 92 名妇
女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活动，两级妇联
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寻找企业

支撑，同湘西毕果民族服饰研
制中心达成了“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合作模式。随后该
县苗绣专家龙银香对学员们进
行了苗绣加工技能培训。州妇
联主席邓建英指出，发展苗绣
产业是十八洞村妇女增收致富
的有效途径，也是对花垣县旅
游产品的一个有益补充。

蓝山县妇联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爱是良药，湘西汉子十年抚妻救父
文 / 通讯员  鲁絮 朱小灵
家庭成员：
男主人李中力，汉族，49 岁，

本科文化，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注
册环评师，现工作于湖南省张家界
市永定区环保分局环境监测站

女主人罗艳萍，苗族，50 岁，
中技文化，下岗工人

其他家庭成员：李中力的父亲
和养母，罗艳萍的母亲，夫妻俩的
儿子李乐飞

这是一个平凡却不普通的家
庭。他和她相敬如宾，恩爱有加。
后来，她因患病导致健忘、生活不
能自理，再后来的二十多年，他们
仍不离不弃……他们的人生涅槃成
一道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
子的美丽风景。

爱妻，十年风雨路

21 年前，李中力与罗艳萍走进
婚姻的殿堂。翌年，罗艳萍生下一
个男孩儿，李中力感觉十分满足和
幸福。可好景不长，第三年，在原
大庸县（今永定区）工业品公司工
作的罗艳萍却下岗了。

李中力并没嫌弃和埋怨，他支
持罗艳萍不等不靠，不讨不要。开
始，罗艳萍摆地摊贩卖童装玩具；
后来，她租门面经营烟酒副食……
9 年过去，罗艳萍仍是小本经营，
但已够补贴家用。

2004 年腊月，罗艳萍突患肺
结核转移脑部结核，生命垂危，经
医院二十多天抢救仍昏迷不醒，再
转送湖南省结核病医院住院救治。

随后五个多月，李中力请岳母
长期陪护罗艳萍，自己在单位工作，
同时在家照料孩子。每天晚饭时
分，李中力都准时给罗艳萍打电话。
每周，他都陪罗艳萍过周末。每次，
他都乘坐票价 50 元那趟最便宜的
火车，晚上 10 点多赶到长沙，再
乘公交到医院。

也许 , 正是因为李中力如此付
出，性格倔强、脾气火爆的罗艳萍
虽病情几度反复但最终转危为安。

2005 年夏，罗艳萍出院后开
始在家静养，“健忘、劳动能力基
本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等后遗症
明显。李中力便推掉一切交往应酬，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照顾罗艳萍，坚
持熬汤药、煮佳肴、帮洗漱、哄入
睡……早中晚三次扶她去公园做
复健散步。

这一坚持至今已近 10 年，以
后还不知要坚持多少年，李中力却
十分坦然。

尊老，一个都不少

李中力的岳父早亡，身为大女
婿的李中力用心对待岳母，每逢节
日及岳母的生日，李中力必送礼物。
每次到外地出差，李中力也要给岳
母买当地土特产。日常生活中碰到
有什么新鲜东西，李中力也不忘给
岳母买上。当然，李中立同样用心
对待父亲和养母。

李中力有一弟一妹，身为长子
的他觉得父亲、养母及岳母已到古
稀之年，孝顺不能分厚薄，在精神
方面特别注重。周末，李中力常登
门看望父亲、养母或岳母，让老人
十分满意。

2006 年，为了照顾好罗艳萍，
也为了照料年迈的父亲和养母，李
中力干脆搬回老屋，与父母同住。
这一住就是 8 年，一家人竟没有争
吵一句红脸一次！虽然，父亲和养
母随着年龄不断变老而行动越来
越迟缓，说话越来越唠叨，但李中
力从未嫌弃。

李中力还特别要求儿子每次回
家，首先得“陪好”爷爷奶奶，使
得那比父亲小 6 岁的养母尤为高兴。

2013 年，已 75 岁的父亲患肺癌
到了中晚期，心情很差、常发脾气，
李中力便耐心开导，利用节假日，或
请事假陪同父亲治疗。目前，老人
的病情已得到控制，也开朗了很多。

教子，就是要相信儿子

儿子李乐飞从小就由罗艳萍调
教。待他未满两周岁刚学会走路、

自己吃饭和上厕所，罗艳萍就把李
乐飞送到一所家庭式幼儿园接受
启蒙教育，每学期 150 元。

许多知情人嫌贵，罗艳萍却认
为值得。事实证明罗艳萍的眼光很
准，李乐飞 4 年后进入学前班，次
年就读小学，其间上学和放学都
可以独立完成，不需大人接送。

而在李乐飞整个小学阶段，李
中力总是通过讲故事激发他的学习
兴趣，通过小黑板写短文、演算习
题等方式化繁为简，让他享受学习
的乐趣。即便是他读三年级时，社
会上兴起各种特长班的热潮，李中
力却听取儿子飞真实想法，为他量
身选报了英语兴趣班。

后来，平时成绩不错的李乐飞
以 1 分之差没考上张家界市最好的
初中，被人讥讽，李乐飞万分沮丧。
可李中力并没找关系，也没埋怨责
骂，而是鼓励儿子服从志愿进入
另一所中学就读，并帮助他在暑假
里加紧复习，开学时通过考试顺利
进入重点班。

再后来，李乐飞如愿考入高中
后，李中力更注重交流的方式和分
寸。李乐飞很感轻松和愈发喜欢，
学习劲头更足，2012 年终以全校
理科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南名
校——中山大学。

曾有人私下询问他如何教育好
儿子，李中力说，其实也没有什么
秘诀，只是相信儿子，纵然儿子有
再多的失败，做父亲的也要一同扛。

征文启事：今年 2 月至 5 月，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全面展开，湖南省妇联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同步启动。
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
勤俭节约、邻里互助……如果您
或您身边的家庭拥有这些家庭美
德，就有可能成为“最美家庭”。
请您登录该活动的湖南官网凤
网，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皆
可，参与者将有机会参与全国妇
联“最美家庭”的评选。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柏依朴 杨军红）随着青壮年男
子纷纷外出打工，如今出入农田
里的大多是“女汉子”了。为跟
上时代的脚步，在很多农活上，
不少妇女开始学习机械化操作，
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致富本

领。
4 月 1 日开始，为期一周的

澧县春季插秧机手培训在大坪乡
群乐村进行。4 月 2 日，51 岁的
熊祖菊赶到现场参加学习插秧机
等机器的操作运用，为自己购买
插秧机学好技术。

“女汉子”学开插秧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