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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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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曹丽琼）阳春三月，草长莺飞。3
月23日上午，郴州市永兴县妇联
组织 30 余户家庭来到位于洋塘乡
的“隆和美油茶科技服务示范基地”
开展“绿色家庭”认植活动。

该活动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全国妇联召开的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广泛发动
该县妇女和家庭积极参与寻找“最
美家庭”活动，面向基层妇女和家
庭，寻找“最美家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 东晖）3月 27日，湖南省女
检察官协会举办了全省检察机关

“争当最美女检察官”演讲比赛。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游
劝荣，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肖
百灵出席活动并讲话。

经过层层选拔，来自湖南
省检察院机关、各市州检察院
的 18 名选手用质朴的语言、饱

满的情感，讲述了女检察官个
人、集体的检察故事。最终，
刘书勤、朱敏、颜雯、罗娜获
一等奖，黄晓佳等获二等奖，
邹晓萌等获三等奖。赛后，游
劝荣表示，将会更大程度地支
持女检察官协会组织此类活动。

肖百灵表示，湖南省检察
院党组特别重视发挥女检察官
的作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的女检察官和女检察官团
队。省检察院的女检察官协会
和妇工委工作积极，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女检察官有
了展示自我的平台和舞台。从

“最美女检察官”身上，感受
到她们在彰显着巾帼之美，在
激昂着巾帼之志，在奉献着巾
帼之力，在唱响着巾帼之歌。

湖南举行“争当最美女检察官”演讲比赛

诗书传家 , 他家“文艺细胞”多
文 / 朱巍
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

祖孙三代 15 口人，拥有大学学
历的 5 人，研究生学历的 1 人。
他们诗书传家，一家里有 2 名省
作协会员。他们耕读传家，和睦
相处，其乐融融……

这个家发端于邵阳市邵东县
野鸡坪镇群兴村，在唐星照和儿
子们的苦心经营下，成为闻名遐
迩的文明家庭。

相濡以沫的“夫妻档”
唐星照是一位在杏坛默默

耕耘了数十年的普通园丁，如今
还是一位退而不休的学者。

他于1958 年参加工作，先
后在文工团、公社、学校等部门
任职。不论在什么岗位，他总能
用快板、弹唱、戏曲等形式描述
现实生活。1978 年，他的戏曲《齐
上阵》、《双补课》在全县排演，
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后来，唐星照的快板书《爷
爷收了个好徒弟》更引起很大轰
动，他也因此成为邵东最早的省
曲艺家协会会员。

唐星照说，他的曲艺创作得
益于父辈。其父精通旧体诗词，
伯父唐丁生更是邵东花鼓戏的
创始人之一。

三十余年来，唐星照在《中
华诗词》、《古典诗刊》( 台湾 )
等数十家刊物发表诗词 600 多
首，楹联 500 多副；在全国及省
级大赛中获奖作品 38 件。

1998 年，唐星照从教育战
线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休后，更是
一心舞文弄墨。担任县诗词协会
副会长、县楹联学会副会长的他
还积极参与《邵东楹联》、《昭阳
吟坛》的编辑工作。

如今，担任县诗词协会、楹
联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唐星照，仍
常过问协会工作。从 2004 年 3
月起，他又受聘于县老年大学讲
授诗词楹联课。

村居石山湾后，这对携手近
半个世纪的老夫妻依旧夫唱妇
随——唐星照整日吟诗作对、迎
来送往，热衷于乡邻家长里短、
红白喜事；老夫人仍然丢不下手
中的活计，种菜洗浆，乐在其中。

古道热肠的“四兄弟”
唐星照的四个儿子岗位不

同，却都爱岗敬业、淳厚朴实。
大儿子唐志平对文学的悟

性和对艺术的执著与父亲如出
一辙。迄今为止，他已发表文学

■妇联星空

“樱为有你”，百对情侣相聚嵩云山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许丽娜）雨后放晴，云雾缭绕。4
月 7 日，由怀化市洪江区妇联承
办的“樱为有你，心心相映”情
人登山友谊赛在嵩云山浪漫开赛。
200 余对夫妻、情侣，近 500 人参
加了活动。

在活动现场，有一对八旬老
人，他们已婚 54 年。虽然他们是

最后一对登上山顶的选手，但当
他们手牵手登上山顶时，现场响
起了阵阵掌声。前来参加比赛的
情侣中，还有一对特殊的情侣代
表，他们是之前参加“浪漫樱花
季系列活动”之“千里樱缘一线牵”
的情侣，他们在众多的男女青年
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成功
牵手。

“女性课堂”，请专家聊孩子心理需求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旦）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最
重要的心理营养也来自于父母。因
此，优秀的父母必须学会把握孩子
心理需求。”4月4日上午，长沙市
妇联主办的“女性课堂”，邀请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证心
灵导师、亲子教育资深导师颜屹嵩，
为家长们讲授了心理营养缺失的表
现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营养等

内容。
“女性课堂”是长沙市妇联为

全面提升女性素质，增强女性参政
议政、参与经济建设能力，提高生
活品位而开设的公益讲堂。讲堂自
2012 年开设以来，一直深受广大
市民和妇女干部的喜爱。该课堂除
了在长沙市开展外，还多次将课堂
搬到街道、社区以及乡村。讲课内
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益阳市妇联获该市绩效评估优秀等级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张晓萍 胡雪玲）近日，益阳市召开
作风、效能建设和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暨绩效评估工作会议，通报了
2013 年度绩效评估结果，市妇联
喜获优秀等级。

2013 年，益阳市妇联坚持把
抓好绩效评估工作作为深化机关
效能建设的重要保障，作为推动

全年工作目标完成和任务落实的
重要抓手，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提
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措施，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围绕市委绩效考核评估
工作要求，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工作。经过公开、公平、公正、
客观的考评，市妇联综合成绩名列
工商联及各群团组织前茅，受到市
委市政府通报表彰。

发动“绿色家庭”寻找“最美家庭”

征稿启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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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500 多件，共计百万字。
2008 年，唐志平被选为县作
家协会主席，他牵头创办了《邵
东作家》，现已出刊 50 多期；
2010 年，他又组织了邵东县首
届散文创作研讨会。

每逢重阳，唐志平都要回
乡慰问村里二十多位老人；家乡
要修桥铺路，他在多方奔走之
余还领着弟弟们慷慨解囊……
乐善好施的唐家兄弟名闻遐迩，
近三年来捐款不下5万元。

受大哥影响，“老二”唐
志超十几年前就承接装饰工
程，近年来生意更是风生水起。
虽泛舟商海，唐志超却酷爱戏
曲，扮小生、饰小丑都很到位，
尤以扮演孙悟空见长。这两年，
他还开始搞剧本创作，成为该
县能写会演的花鼓戏“名角”。

“老三”唐福宏长期从事
乡镇基层工作，现任廉桥镇党
委书记。受父亲熏陶，他除了
对车马灯等民间曲艺表现出的

“家族式爱好”外，最大的爱
好是读书，从哲学理论到古籍
名著，广泛涉猎。他能辩善写，
常有时政言论见诸报端。

“老四”唐志勇于 1995 年
毕业于桂林陆军学院。工作后，
他多次被评为《解放军报》优
秀通讯员、《战士报》优秀特
约记者；2001年1月至2004年，
被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借调；
2005 年，被评为广州军区优
秀通讯员，并立二等功；2006
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授
予“全军优秀参谋人才”称号；
2010 年，他被破格提拔为海
南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
……

唐志勇的人品也让人称
道，他多年来把自己安在海南
的家变成了邵东人赴琼的“联
络站”。这些年尽管职务不断
升迁，但他对来自农村的妻子
不离不弃，疼爱有加。

远离娇纵的“唐三代”
在唐家，没有打骂、没有斥责。

纵使是在儿孙们面前，唐星照也
是彬彬有礼。

如今，唐星照的 5 个孙儿孙
女，个个好学上进，让唐家人很
欣慰。

孙子辈中唯一的“80 后”唐
琼艳尽管当年高考失利，可大学
四年，她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期期获奖学金，大三时便拿下剑
桥英语高级资格，并以全校第一
的成绩取得英语专业八级证书等
一系列资格证件。2011 年 4 月，
她顺利考取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的研究生。在姐姐的影响下，唐
劭举也急起直追，专攻舞蹈专业，
去年以较高的专业分被湖南大众
传媒职业学院录取。

之后，唐志超的儿子唐胜举
以较高的分数被衡阳师范学院录
取；唐福宏的儿子唐胤以 630 分
的高分被西南财经大学录取。

第三代远离娇纵，自幼勤奋
好学，且个个身体出众、学业出色，
成为唐家最为骄人的财富。

唐志平说，他们的老家其实
叫石山湾，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
月亮湾这些很响亮的名字。

而石山湾的村民们却说，二
十几年，唐星照领着四个儿子围
坐昏黄的灯光下，拥灯夜读的场
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2012 年，唐星照率儿子唐志超参加邵阳市家庭文艺风采赛。（供图 / 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