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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 没有计划

春节是没有计划的，为什么
一定要过节呢？苏敏反问记者。

春节的计划，就是开着车走
走，走到哪里算哪里，找个能停车
的海边，暖和一点，自己看看大
海、散散步，这就是苏敏心目中的
完美新年。

“我走出了热闹的家庭，就想
静一下，之前家里人太多，没有清
净的时间。”苏敏说，在过去几十
年的春节中，自己已经受够了“热
闹”，她喘不过气来。在过去的春
节中，苏敏的丈夫要从郑州回老
家周口过年，苏敏一开始跟他一
起回去，但婆婆家没有苏敏住的
地方，只能借住在亲戚家里，别人
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只有苏敏觉
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这个春节，苏敏不回老家过
年，女儿女婿表示支持，留在温暖
的南方更安全，丈夫没有打来电
话——— 公公婆婆已经离世，丈夫依
然选择回老家过年，跟弟弟一起。

独自待在海南的日子明显更
自在，更舒心。海南的一月像是北
方的春天，只穿着一件单衫套件
运动服外套就足够。苏敏开着她
的白色小POLO汽车，帐篷等自
驾装备放在车顶，后备厢里放着
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很齐全，随
走随停，这是她路上的家。

这个春节 没有“室友”

“我是从那个家里逃出来的，
再不出来我都要抑郁了。”苏敏
说，那个家压抑、窒息，不出来，自
己感觉要活不下去了。

“我为什么要自驾游呢？”苏
敏说，这个问题她已经回答过网
友无数次，以前在家里给女儿带
孩子，很多事忍着忍着也就过来
了。但现在外孙上学了，不可能再
继续住在女儿的房子里，回到自
己家后，就变成了自己跟丈夫两
个人的朝夕相处。

“我们在家都是AA制，我老
公那个人比较爱财，给我花一点
钱都很肉疼，我不想跟他吵。”苏

敏说，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更像是
“室友”，在自己家的时候，他一间
房，自己一间房；后来到女儿家里
看外孙，俩人就睡上下铺，“搭伙
过日子。”

钱上的泾渭分明苏敏还能接
受，但丈夫的语言冷暴力曾一度
让苏敏患上抑郁症。

“他说什么我都忍了，我就不
吭声了。但是这样长期下来我心
里难受，抑郁了。我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我要走出去，我要去自驾
游，外面海阔天空，我想跑哪就跑
哪。”

帐篷、户外电源、储物柜、锅
碗、水箱……苏敏一件件地添置
要出去的东西，在此之前，她极少
出门旅行。这些旅行的装备，基本
都是通过看手机上户外博主的旅

行视频学习的。“出门那天是9月
24日。和往常一样，女婿送孩子上
学，老公背着包出去打球，我在女
儿的嘱咐声中离开小区。”苏敏
说，“我自由了。”

这个春节 没有“角色”

离开家庭自驾游，苏敏说这
其实无关勇气。“我没想那么多，
就想一个人静静。说实话，如果家
里很好，谁愿意跑出来啊？”

旅行需要钱。在出门前，苏敏
攒了一万六千元，买设备、给车做
保养后只剩2000多块，每个月
2000多元的退休金，是苏敏全部
的收入来源。

为了省钱，尽量不走高速，
不去门票贵的景点，吃饭大多自

己做。
就这样，向南方去，向温暖的

地方去。苏敏一路将自己的见闻
发布到网上，学习视频剪辑，也是
她在出发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之
一。出发几天后，“50多岁阿姨独
自自驾游”的视频在网上突然火
了。天南海北的粉丝聚集在苏敏
的评论区，还有粉丝热情的邀请
苏敏去做客，有的粉丝提供住处，
有的送来肉、菜等一些物资，路上
遇到的一些自驾车友，也常常为
独自旅行的苏敏提供帮助，有的
是端一碗饭，有的是护送一程，这
一切的一切，让苏敏感动的同时，
也有点受宠若惊。

“我在家里就是老大，下面有
两个弟弟。经人介绍认识的我老
公，婚前只见了两三面就结婚了，

结婚后很快有了孩子。从来没有
被人照顾过。”苏敏说，自己一直
以来的身份，是姐姐、是妻子、是
妈妈、是儿媳、是外婆，一直以来
自己都要去照顾身边的人。走出
家门后，不管是旅行中得到的帮
助，还是网友送上的支持，自己从
来没得到过这么多爱，有种被理
解、被认可的感觉。“终于做回我
自己，不用扮演别的‘角色’，不用
为别人而活。”

这个春节 找回自我

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春
节，苏敏不觉得冷清，更多的是从
容。未来会旅行到哪里？苏敏说她
不知道；会不会跟丈夫分开？苏敏
说不会，“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
了”。

谈起丈夫的优点，苏敏也并
不隐瞒，“他对外人特别好，人特
别热心，大家都说他厚道，见人没
说话就开口先笑。”

此外，夫妻虽然关系一直僵
持，但丈夫勤勤恳恳上班，做了外
公后对孩子也很好，“他就是看我
不顺眼，但是也离不开，过了这大
半辈子了。”

苏敏叮嘱记者，找对象一定
要在意自己的感受，不要为了年
龄，为了其他人的眼光等任何一
个外在因素而将就，“你对生活什
么态度生活就回报你什么态度。
结婚一定要互相爱慕，千万不要
为了结婚而结婚。走自己的路让
别人说去吧，自己的感受是最重
要的。不要在意别人，别人不会站
在你的角度考虑。”

苏敏说，如果能够回到年轻
的时候，自己一定不会再将就，不
会在相亲后觉得对方“老实，有正
式工作”就懵懂结婚；不会为了女
儿而忍气吞声，因为“对女儿的成
长也不公平”；更不会等到现在才
有勇气走出家门，错过了生命中
原本美好的时光。

“很多人羡慕我，说也想过这
种生活，但是很多事情脱不开身，
要么孩子太小、要么还没退休，要
么要照顾老人走不出来。”苏敏说，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所
有的人都要离开家旅行，但是人
应该做自己，为了自己而活。”

习惯了妈妈、妻子、儿媳、外婆等角色的苏敏
在57岁这年用自驾游找回自我

一个人的春节

自驾游中的苏敏，脸上满是笑意。 受访者供图

苏敏，一个在57岁才开始“苏醒”，努力找回自我的女性。从2020年9月出走到现在，苏敏独自开车一路南下，
从郑州到西安、成都、云南直到海南，5个月里的风景，是苏敏过去57年都没有体会过的人生。

过年了，苏敏想要体会一个人的春节，一个清净的、自在的春节。对于苏敏来说，春节的团圆热闹背后，是困
囿于女儿、妻子、母亲、外婆等种种身份的捆绑人生。现在，远离了人群和热闹，苏敏想要做回自己。

人在

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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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兰陵县人民政府批准，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1、兰陵-2021-4
号地块为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需上传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意见批复文件。

2、宗地具体情况详见
出让文件。

二、申请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政策等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可

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实行网上交
易，申请人须办理电子签名
认证证书后，登录临沂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在提
交竞买申请截止时间之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按宗地下
载出让文件，并按出让文件

要求和系统提示填写竞买
申请书并冻结竞买保证金。
出让文件规定申请人须提
交其他材料的，申请人应同
时上传该资料的电子图片，
由出让人人工审核。网上交
易不接受除网上竞买申请以
外其他方式的申请，如电话、
邮寄、书面、口头等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
并冻结竞买保证金的时间

为2021年2月20日上午9时
至2021年3月5日下午5时，
逾期不予受理。申请人竞得
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
发建设的，在申请书中必须
予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
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
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
易系统网站网上报价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挂牌时间为2021年2
月22日上午9时至2021年3
月8日上午9时。挂牌时间截
止时，交易系统将询问竞买
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
择期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通
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缴款到账有关事项
竞买人缴款到账以网

上交易系统反馈到银行系
统的报文信息为准。因网络
延迟或网络不通，交易系统
不能向银行系统反馈缴款
到账信息的，属于单边账，
视为缴款不成功。缴款不成
功的，银行将做退款处理，
竞买人在缴款后应及时登
录交易系统核对到账信息。
竞买人应当避免在截止期限
前的最后24小时缴款，如出
现缴款异常情况，请竞买人
与出让人及有关银行联系。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的事项如
有变更，出让人将发布变更

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

七、出让宗地现场踏勘
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

兰陵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 心 网 址 ：h t t p : / /
g g z y j y . l i n y i . g o v . c n /
LLGGZY/

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 统 网 址 ：h t t p : / /
ggzyjy.linyi.gov.cn:8088/
GTJY_SDLY/

兰陵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地址：兰陵县城金山路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大楼二
楼213室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地址：兰陵县城东苑新
区东昇路5号
咨询电话：0539-5283067
电子签名认证证书(CA)办
理地点：兰陵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501室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二一年二月七日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出让年
限(年)

规划指标要求 竞买保证
金(万元)

挂牌起始
价(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兰陵-
2021-4

兰陵县文峰路北段西侧 21807
居住
用地

70
>1 . 0
≤2 . 0

≤28% ≥35% 497 . 1996 497 . 1996 2

兰陵-
2021-5

兰陵县磨山镇西三峰村
18号路与3号路交汇处

37771
居住
用地

70
>1 . 0
≤2 . 8

≤20% ≥35% 13031 13031 50

兰陵-
2021-6

兰陵县东城新区兰陵路
东段北侧

30835
居住
用地

70
>1 . 0
≤2 . 7

≤25% ≥35% 10639 10639 50

兰陵-
2021-7

兰陵县东城新区兰陵路
东段北侧

36858
居住
用地

70
>1 . 0
≤2 . 7

≤25% ≥35% 12717 12717 50

兰陵-
2021-8

兰陵县东城新区兰陵路
东段北侧

37267
居住
用地

70
>1 . 0
≤2 . 7

≤25% ≥35% 12858 12858 50

兰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兰陵国土告字 [ 2 0 2 1 ]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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