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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论焦焦

春节花销要多点“人情味”
谋天下图图

言论微微

3月1日，在湖南省郴州市
龙泉路与东风路十字交叉路
口，三条奇葩的斑马线吸引路
人关注。据了解，在该交叉路
口中间矗立着一个绿化花坛，
恰巧落在三条斑马线的交点
上，市民称经过斑马线后没地
方落脚，要么绕行，要么有“轻
功”飞过，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3月2日《潇湘晨报》）

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如
果多出一抹绿色，对于行人和
司机来讲想必都是一种视觉上
的享受，然而郴州市这个十字
路口的花坛却是“看上去很
美”——花坛设置在三条斑马

线交点上，市民过马路得用“轻
功”飞过，非常不安全。城市设
置斑马线的初衷是保护在交通
活动中相对弱势的行人，而这
条“奇葩斑马线”却让行人“无
路可走”。这种“奇葩”斑马线
之所以出现，背后是城市管理
者对行人安全漠视，在行人安
全与市容面前，他们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后者。花坛再美那也
是城市的外表光鲜，合理的道
路设置和细致入微的人性化服
务才是城市文明的体现，我们
的城市管理者只有转变思维，

“奇葩斑马线”才不会再出现。
陈祥 文 图片来自网络

斑马线交点的花坛

□江德斌

民革中央将提案修订婚姻
法，子女未满10岁父母不得协
议离婚。记者获悉，民革将提交
提案“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当
事人，不适用协议离婚；有10周
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
前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意
愿”。提案建议修改完善婚姻登
记程序，审慎办理离婚登记，设
置离婚熟虑期。（据3月2日中广
网）

这个提案乍看上去是为了
保护未成年人，降低他们因父母
离婚造成的伤害，从而限制父母
离婚方式和期限。但是，此项提
案却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实
则不可为。

当然了，离婚涉及家庭的方
方面面，诸如子女抚养权、财产
分割、赔偿等等，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用于协商、调解，乃
至诉讼裁决。婚姻破裂的原因
有很多种情况，对于现代人来
讲，离婚率相比以往高了很多，
这一方面说明经营婚姻的难度
大，另一方面则说明离婚自由权
利得到保障。

婚姻受到的外部诱惑太多，
再加上经营婚姻需要耗费大量
精力，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很多
离婚是因为长期积累的家庭矛
盾所致，各种压力叠加起来，到
了双方都不堪重负的地步。而
与其维系一段破裂的感情，拖延
时日，还不如放手，给双方一个
重新选择的机会。

事实上，对于很多质量不高
的婚姻来讲，离婚反而是一种解
脱，对家庭和社会都有益处。君
不见，很多家庭因离婚大战搞得

疲惫不堪，各方都来插手干预，
上演各种狗血剧情，乃至诉诸家
庭暴力，最终还是以分手为结
局，这样的离婚方式难道就好
吗？如今已是法治社会，一切都
应以法律为准绳，不管是协议离
婚还是诉讼离婚，都是法律赋予
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应再添加过
多条件。

至于对孩子来讲，父母是他
们最好的榜样，应该从小就让他
们懂得家庭和婚姻，让他们正确
地对待离婚这件事，不要受到负
面情绪的干扰，避免因离婚大
战、家庭暴力伤害他们的心灵。
须知，好聚好散才是对子女的负
责，而给离婚套上各种枷锁，加
重当事人的社会压力，只会起到
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对孩子来
讲，未必是件好事。

靠限制父母离婚保护孩子不现实

近日，一名9岁男孩，因压
岁钱被父母收走，而且感觉是
被拿去打牌了，于是心生不满，
竟试图坐火车离家出走。所幸
在火车站买票时，被民警及时
拦住，家长表示，他们只是想帮
孩子保管压岁钱。

人在你的江湖：说到底，孩
子的压岁钱其实都是家长“换”
回来的，由家长保管亦未尝不
可，但前提是要与孩子做好沟
通，让他们明白压岁钱的“来龙
去脉”，方为上策。不然，一味
地“没收”、“上缴”，会令孩子觉

得是在抢他们的东西，当然会
做出“离谱”的事情啦，这不能
全怪他们。

萧春融的微博：钱不在多
少，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孩子去
对待和使用这笔钱，单纯地把
钱存起来容易让孩子变得冷漠
和自私，任由孩子无节制地使
用又容易养成他无度和挥霍的
坏习惯。聪明的家长要千方百
计地引导孩子花掉自己的压岁
钱，这样自然就会节省了家庭
的一部分支出，再把省下的钱
给孩子存起来。

父母收走压岁钱 孩子离家出走

近日，重庆某人才市场
举办了应往届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面对招聘方的“神提
问”，一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
生被问得愣了神。“你能介绍
一下家庭背景吗？家里给你
买房了吗？”“你妈妈用什么牌
子的护肤品？”等问题，让一些
大学生心里直犯嘀咕。

新浪评论：招聘是一种全
面的沟通过程，从而让双方都
比较满意。若是一个化妆品
公司招人，结果求职者连亲人

所用的化妆品都不了解，既说
明其没有精心准备，又证明其
对亲人的关心过少，不善于观
察周边事物。这种欠缺对个人
来说或许无关大碍，但对用人
单位却不可或缺。

不变的逆风：回答不上这
种“神提问”，其实不必太担心，
毕竟这不可能占主流。而在猜
不透招聘单位的提问用意的情
况下，最好不要急于回答类似
家庭背景、父母工作和收入等
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谁知道
对方问这些是不是别有用心。

招聘会“神提问”

谢松波 整理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算算春
节花了多少钱成了不少人的话
题。昨日，记者通过网络及街头
抽访的方式，采访了在洛工作者
及洛阳市民，发现置办礼品年货、
发压岁钱、走亲访友、聚餐娱乐是
春节期间个体消费的重要开销。
其中近半受访者花费在5000元
以内，一成受访者花费过万。对
此，不少人感叹，过年花销让其有
了明显的经济压力。（3月2日《大
河报》洛阳新闻）

每年春节后，不少从节日的
喧嚣中“清醒”过来的人都会为
自己的“拜金”而懊恼，甚至感叹
春节成“春劫”，辛苦忙碌一整
年，一周回到解放前。当然，在
诸如春节这样的节日，不光商家
会想办法从你腰包里掏钱，那种
与亲朋团聚，喜气洋洋的节日氛
围也会刺激很多人主动消费的
热情。

依我看，春节期间多花点钱
也是理所应当。一者，趁着春节

礼尚往来，古已有之，是经过一
代代人传承下来的传统；二者，
如今分居两地甚至多地的家庭
越来越多，一年到头忙着打拼的
人，平时的消费有限，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与家人团聚都不能太
寒酸，如果春节期间花掉的钱能
够换回亲友的其乐融融，那也算
是“物有所值”。

但现如今，我们的年文化正
面临着因为钱而带来的不正之
风的冲击。每逢春节，亲朋好友
相聚后互相攀比，压岁钱水涨船
高，一些在外面赚到些钱的人闲
来无事就聚众赌博，动辄几百上
千，如果再碰上财大气粗的，拿
出几万来做赌资也不鲜见。前
段时间在网络引发全民关注的
博士返乡日记就对家乡的变化
做了描述，其实，现在很多地方
都存在这种攀比之风。当下 80
后、90 后已经成为消费的主流，
在外务工春节返乡的青年们，回
到家中被问及最多的就是房子、

车子、票子，现在农村的很多地
方，年轻人如果没有一辆车子，
甚至已经成为一件很“丢脸”的
事，于是像买车、买装点“门面”
的东西也成为春节消费的一部
分。而这些花销，对春节原本的
意义来讲，是“物非所值”的。

春节是举家团圆的节日，所
以，在某种程度上，它离开亲情
或其他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感
情，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一
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亏欠
父母的是必要的陪伴和照顾，与
亲戚朋友产生隔阂的原因是缺
少必要的情感交流。倘若春节
期间回到家乡，剩下的只有金钱
来衡量一切价值，那么人心会变
得坚硬，如果连心都变得坚硬如
铁，那么诸如春节、团圆这样的
美好词汇，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
意义。所以，春节花销要给情感
留下足够的空间，将物质、金钱
视作表达情感的一种载体，这样
的春节才能有足够的“人情味”。

□谢松波

□徐剑锋

当遇到老人摔倒时，他第一
时间伸出援手，扶起老人；鲁甸
6.5级地震消息传来，他们驰骋
千里，赶往灾区救援……他们有
个共同的名字——“最美洛阳
人”。近日，记者从洛阳市委宣
传部获悉，2014年度“最美洛阳
人·十佳百星”人物名单揭晓。（3
月2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在许多人心中，“最美”已成
为一个爱心的符号、一座城市的
慈善标志，它向整个社会印证了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心存
善念，多行善举，平凡的人生照
样可以演绎不平凡……

“最美洛阳人”之所以会影
响一批人，就在于这场“马拉松”
式的朴实、真切和坚持，已然从
一开始人们口中的谈资渐渐变
成一种精神。而且，“水滴石穿”
的力量，也让文明个体自发行为

逐渐上升为社会普遍自觉的道
德实践，更汇聚起我们这座城市
的温度与风尚。

河洛大地，从来不乏这样的
最美典范。一个个“最美洛阳
人”，就在我们身边，像星星那般

“数不清，看得见”。我们欣喜地
看到，发现“最美”、传颂“最美”
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这是
多方合力结出的善果——社会
个体用凡人善举践行“最美”，现
代传媒用文字声像传播“最美”，
政府和社会用褒奖机制鼓励“最
美”。

为“最美洛阳人”喝彩，就是
要激发人们心中向善向好的力
量。一个个“最美洛阳人”的事
迹说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
感动他人的人，而不仅仅是一次
次被感动。由此而言，从“最美
洛阳人”身上最应该汲取的，是

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
念，更好融入到整个社会发展和
实际行动中，在他人遇到麻烦、
困难的时候，主动热情地尽己所
能，帮助解决；在看到社会丑恶
现象时，敢于挺身而出，见义勇
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断
地锻造自己做人的操守、助人的
品格，让一个个最平凡的道德实
践，成为文明城市的价值体现和
精神坐标。

一言以蔽之，只有呵护好每
一颗善心、每一个善举，形成尊
敬好人、推崇美德的良好风气，
向善向好的信念才会在每一个
人心底被激发，从而以实际行动
学好人、做好人。这是城市的骄
傲，也是百姓的福祉，更应成为
我们用“最美”精神打造“好人城
市”名片的应有之义。

用“最美”精神打造“好人城市”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