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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扬子晚报》报道，江苏
扬州广陵区杉湾花园社区最近
联手小区物业，推出了13个“孝
心车位”，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
周末回家看望老人，可提前预
约车位，免费停车5.5小时。

当私家汽车保有量与日俱
增，停车位自然成了一种稀缺
资源。尤其在一些车位配比较
低的小区，倘若老人不与子女
同住，子女回家看望老人时，临
时停车确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
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
联合物业推出“孝心车位”，诚
然用心良苦，值得点赞。不过，
如果寄望于用“孝心车位”来激
发子女“常回家看看”的热情，

恐怕有点一厢情愿。
事实上，此番出现在扬州

的“孝心车位”已不是新鲜事
物。早在两年前，浙江杭州市
就有小区开展了“孝心车位”
的探索，此举甚至得到了官方
层面的支持。《青年时报》近日
报道，杭州市文明办在今年 6
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
孝心车位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
分发动社区共建单位等资源，
采取新设、改设等多种形式，
有 效 设 置 和 管 理“ 孝 心 车
位”。由此不难预料，至少在
杭州，“孝心车位”将成为不少
小区的“标配”。

然而，“孝心车位”作为一
种尊老敬老举措，在民间的赞
誉和官方的推动之下，其体现
出的现实价值并不那么乐
观。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
是，杭州西湖区翠苑一区在
2017年就设置了18个“孝心车
位”，但如今，在周末预约“孝
心车位”的，每周只有一两个
人。尽管并不能因此推断周
末去该小区看望父母的子女
就一定这么少，但可以肯定的
是，在“常回家看看”的子女
中，真正把停车问题列入考量
因素的，其实并没有外界设想
的那么多。对重视并珍惜与
父母相处机会的人来说，并不

会因为停车难而停下常回家
看看的脚步；对那些忽视父母
独处感受的人来说，也不会因
为有了免费的“孝心车位”而
对看望父母变得更加积极。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即便
“孝心车位”对有车一族确有吸
引力，但由于车位资源的特殊
性，一个小区能设置的“孝心车
位”毕竟十分有限，这也决定了
其受惠人群同样具有局限性。
再者，子女不能“常回家看看”
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并不
是一个需要预约、轮换的免费
停车位就能纾解，无论是鼓励
还是呼吁，仍需要比“孝心车
位”更大的能量来助推。

“孝心车位”虽好但别高估其能量

温馨提醒

最近，不少读者反映信
件投稿不便（如书写有困难、
去邮局投寄不便、因寄送时
间较长导致稿件时效性不
佳）。为让广大读者便捷投
稿，我们扩充了投稿渠道，许
多版面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
邮箱和QQ群投稿渠道。当
然，您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通过微信投稿，且可以是文
字、图片、语音等形式。微信
来稿也会比寄送
平信更容易获得
相应记者或编辑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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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关闭防抖功能
贵报 8 日老年大学版刊

登《关闭防手震功能拍鸟更清
晰》，我对摄影不精通，也没专
门拍过鸟，对文中所称“如果
想要让画面更加精致，请将

‘防手震功能’关闭”不是特别
理解，难道这种情况下不应该
开启防抖功能才对吗？（山西
太原 黄安松 68岁）

编辑谭钧铭回复：具备光
学防抖的镜头都设置了专门的
防抖补偿镜组，能根据相机的
抖动方向和程度，相应调整镜
组的位置和角度，从而克服因
抖动产生的图像模糊，但这通
常是针对手持拍摄而言。而用
长焦镜头拍鸟时一般都会用上
三脚架，相机和镜头已经处于
很稳定的状态，此时如果产生
振动，比手持时的抖动会更剧
烈，这是防抖组件无法化解的，
因此关闭光学防抖功能反而有
助取得更好的拍摄效果。当
然，目前有些镜头已经具备智
能检测功能，如果被检测到放
置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防抖组
件也会自动停止工作，此时关
不关闭都不影响拍摄效果。

莫非是要培养“高级保姆”？

家政行业最需要的是具备
实操技能的服务人员，真担心
高校设置家政专业最终又会染
上“高分低能”的顽疾。（网友

“古道瘦马”）
社会对家政服务业的要求

越来越高不假，但这主要是针
对提升职业技能而言，本科院
校培养家政行业人员还是有点
大材小用了。（网友“刘云海”）

这么高的起点，莫非是要
培养有文凭的“高级保姆”？（网
友“老鹏”）

别把家政职业想得太简单

术业有专攻，社会分工越
来越细，如今的家政工并不是
会做饭搞卫生就行，而是需要
知识储备丰富的职业化人才，
家政专业进入高等教育是大势
所趋。（网友“舒兰李凤高”）

放在从前，若是要求家政
服务人员有大学本科学历，确
实会让人觉得可笑。但如今时
代不同了，要求保姆、月嫂具备

医学、外语等能力已不足为
奇。（网友“山西马全和”）

解放前，国内的燕京大学、
震旦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等学校就开设过家政系，凭什
么现在的本科学校不能开？别
把家政职业想得太简单。（网友

“飞花儿”）

关键是防止培养“万金油”

加强家政人才的专业化培
养固然有必要，但本科院校和
高职院校的定位和培养模式应
该有所区别，不能千篇一律。
（网友“男儿当自强”）

目前国内也有好几所本科
学校设立了家政服务相关专
业，但是不是像不少专业一样
培养的是“万金油”，就不得而
知了。（网友“古道瘦马”）

高等院校培养的家政服务
专业学生不能好像啥都学过，
但又啥都没学精，要么注重特
色，要么注重管理。至于培养
普通的家政人员，还是交给市
场吧。（网友“新月老汉”）

对高校设家政专业少点偏见
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近日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部门介
绍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有关情况，教育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引导和鼓励院校加强人才培养，每个省份原
则上至少要有一所本科高校和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
关专业。对此，您怎么看？

据媒体报道，在历经前
几年的爆发式增长后，一些
大城市的社区银行如今频频
出现关门潮。今年5月，仅北
京地区就有4家股份制商业
银行的 20 个社区支行网点
终止营业。

社区银行在扩张过后又
频现关门潮，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的是因为拆迁等不可
抗力因素，有的是因为房租
等运营成本过高，但更重要
的原因在于，随着移动支付
手段的快速发展，居民现金
业务越来越少，导致社区银
行客流减少。而在这背后，

与社区银行的经营普遍缺乏
特色不无关系。很多社区银
行其实就是“缩小版”“简化
版”的支行网点，并不能为社
区居民和企业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

我认为，社区银行要焕
发活力，除了要有实打实的
政策支持外，也需要社区银
行发挥自我造血功能，提升
吸引力。尤其是面对老龄化
浪潮，社区银行更应想方设
法推出一些适销对路的金融
产品和老年人感兴趣的互动
活动，留住这些“老顾客”。
（天津 刘强辉 51岁）

“无人陪伴服务”可多推广
据《钱江晚报》报道，浙

江杭州萧山机场推了“无人
陪伴服务”。5~12周岁的孩
子或者60周岁以上的老人，
如果无人陪同乘机，只要在
预订机票时提出申请，登机
时就能享受“无人陪伴服
务”：机场工作人员会引领他
们安检后进到候机区域，再
由客运员陪同登机，空姐会
在行程中给予特别关照，待
飞机降落后会将孩子/老人交
到接机者手里。

当小孩或老人不得不独
自出行，总是有让人不放心
的地方。实际上，诸如萧山
机场推出的“无人陪伴服
务”，完全可以延伸到很多公
共服务领域。比如，在火车
站取消站台票以后，很多接
送老人或小孩的人就只能止
步于车站外了，车站方不妨
发动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为无
人陪伴的“一老一小”群体提
供进出站期间的陪同服务。
（江西赣州 王合意 56岁）

社区银行不止关门一条路

近日，地产巨头新城控
股集团实控人、董事长王振
华涉嫌猥亵儿童被上海警方
刑拘一事，一经媒体披露，立
刻震惊天下。

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地
产大佬做出这样的越轨行
为，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对
于此事，舆论不乏正义的声
音。现在的问题是，刑法对

“猥亵儿童”罪量刑畸轻。据
法律界人士称，如果查实王
振华只是构成猥亵儿童罪，
最高只能对其判处五年有期

徒刑。猥亵儿童行为之于儿
童的危害程度不比强奸轻多
少，甚至可能给儿童造成更为
严重的身心伤害，但猥亵儿童
的刑罚幅度远不及强奸罪。

保护儿童就是保护人类
的未来，对儿童的犯罪就是
对全社会的犯罪。我十分赞
成对猥亵儿童犯罪设立更重
的刑罚，让这种突破人伦底
线、践踏社会良知的犯罪者
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也是全
社会的热切期盼。（北京 刘
曰建 80岁）

斩断伸向幼童的罪恶黑手

口岸收费耍花招，
变相涨价没法躲。
巧立名目搞垄断，
企业有苦难诉说。
如此任性引民愤，
减税降费没效果。
政策执行要彻底，
千万别成样子货。
文/方知 图/朱慧卿

国务院点名满洲里口岸乱收费
违规设立政府收费项目、巧立名目收取关门费、要挟企

业强行缴纳仓储费……近日，国办督查室公开通报，内蒙古
满洲里口岸部分单位和企业存在违规乱收费、变相涨价收费
等问题，大幅增加企业成本，抵消了减税降费效果，有的减税
红利甚至被冲抵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