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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微评论

众议
今日烟台

热热帖帖

烟台学车

现在啥价格？

发帖：

@whb866：
记得以前，全烟台地

区想学车的人都要到烟台

统一学习理论。可现在学
习理论简单了，报名领本
书不用几天就考试。为什
么还要700多元，都是什么

费用呢，学车的价钱怎么

样呢？

跟帖：

@米有：

不说还真没考虑这个问

题，有关部门出来列举下吧。

@赛跑恶魔：

现在各个驾校也不一

样，我们团购2760元。

@清风晚霞：

我刚学的，3500元。

@0307beibei：
是啊，以前烟台地区的

都要在烟台学习一周，现在

可真省心了，发本书，测测

眼就完了。真够简单的。

@帝之蓝：

学费这么高，其实学不

到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应付

考试，考出证后车技也完全

是靠买车后自己练。

@王誉桦：

既然是学，就应有讲

课教学才对，让学车者真

正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

减少交通事故。

@ytzxd70：
俺刚考完，这710元好

像是包括所有考试(理论、

场地、路考)和体检出证等

的费用。听说7月1日起路

考也要用上电子设备了，

估计难度会增加，没准考

试费用也会上涨。

贴文来源：

17路空间(17Lu.cn)

读者朋友也可以登录
17路空间的“民生杂谈”板
块就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
看法，我们将有选择性的
刊登在报纸上。

整理 本报记者 魏衍艳

“奇山所”是本报新开的

面向烟台市民的评论专版，说

咱烟台百姓的事，拉咱烟台百

姓的理，是百姓发言的舞台，

网友评说的天地。来稿邮件地

址：qlwbqss@163 .com，见报即

付稿酬。同时，为联系读者，开

门 办 报 ，开 通 Q Q 群 ：

110841928，期待广大有兴趣的

读者和作者加入。 更多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 http：//bbs.qlwb.com.cn/

新闻：由于投资日本东京电力等日本企业，中投公司可能在日本地震中损失严重。

而针对市场传言，中投公司日前回应称，公司对日本各类资产的投资占比并不大，目前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羊城晚报 3月23日)

微评：损失谁来买单？

新闻：备受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

死亡一案，于23日上午9点45分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药家鑫表示后悔，其

律师辩称为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

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中国新闻网 3月23日)

微评：如果激情杀人能从宽量刑，那杀人者都称自己激情杀人了。

新闻：“在2010年9月的一次公务中，我独自收到3个企业给我的现金(好处费)。现

在，我通过邮政汇款如数退还给他们，并希望今后企业不要这样……”这段文字的发布

时间是2010年10月17日，它的作者叫张翕飞，盐城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行业处副处

长，副科级干部。今年3月17日，他再次将另外3笔“退礼”清单晒了出来。他退回的6笔

好处费，共计9000元。(扬子晚报 3月23日)

微评：退贿不稀奇，高调才珍贵。

瘦肉精涉案地的某领导质问记者：“为什么你们要曝光瘦肉精？你们私下里告诉我们不就行了

吗？现在把我们累死了！那个××品牌也没人买了！”3月21日，这条由央视新闻中心记者所发的微
博引来众多网友围观。3·15晚会后，瘦肉精和食品安全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南方都市报)

新闻：据商务部统计，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产品这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高档

消费品，国内市场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表示，这种现象确实

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此外不能回避的原因，就是中国对于部分品牌商品的综

合进口税率还比较高，包括关税、消费税。(新京报 3月23日)

微评：汽油也算是奢侈品么？

蛤文体是一种叙事的病毒。在

咆哮体和咆哮体生成器诞生之后，

什么梨花体、知音体、凡客体、腾讯

体、仓央嘉措体都变成了“原始物

语”。(于德清 北京编辑)

蛤你批人肉盾牌我讽闭门造

车。(美国FOX与CNN打嘴仗)

蛤我的孩子就喝国产奶粉，一

点不比进口差。(蒲长城 国家质检

总局副局长)

蛤如果李毅真的退役了，那

么，中国足球从此少了一位“偶像
级球星”，别管你怎么理解，他都是

“偶像”级的。而李玮峰和郑智，则

是延续着中国足球的无能尴尬。(他
乡故知 搜狐博主)

蛤一个估价仅800美元的瓷

器，在中国人的血拼之后，飙升至

16，000，000美元，加上佣金是18，

002，5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亿2

千万，以超过估价22，500倍制造了

中国艺术品在西方市场的奇迹。(马
未都 收藏专家)

蛤尊重独立而健全的法律，打

击公务员寻租，建立高额的民事赔

偿机制，培育健康的消费习惯，是

三聚氰胺与健美猪绝迹的关键。(叶
檀 财经评论员)

蛤每当发生某种商品或某支

股票价格暴涨，就会有人怀疑“游

资炒作”，比如去年上演的“豆你

玩”、“蒜你狠”、“糖高宗”等，此次

“抢盐风波”发生后也是如此。调查
的结果却是“提前布局”并不存在，

而“割肉清仓”却是事实——— 这一

定让“炒作论者”和仇视游资的人

大失所望。(盛大林 评论员)

征稿启事

@摄影师影空：烟台大学的

电影<<我们>>，除了演员这个

硬伤外，其他都挺好，尤其拍摄、

剪辑、制作、配音等等。

@石鼓007：看报道说天津

一家公墓开辟免费墓区，死者骨

灰将融入泥土。这是很好的办

法，不知道烟台有无此服务，或

计划有此服务？希望能有。同时

建议设立墓碑墙，按照安葬顺序

刻上名字，利于后人纪念。

@#烟台人关注#：你是否

有过在家做拉面的经历，是不是

一拉就断，告诉你原因，那是因

为你少加了一样东西，蓬灰。拉

面中添加蓬灰后，面会变得很劲

道。毓璜顶的专家说：这种东西

会严重伤害胃的健康。

来源：新浪微博
读者朋友也可登录齐鲁晚

报·今 日 烟 台 ( h t t p ：/ /
t.sina.com.cn/1886899723)新浪微
博，发表评论，我们将有选择的

刊登。

公园是城市重要的公共配

套设施，属于社会公共资源，有

人说，公园是一个城市的会客

厅，从这个窗口，可以直窥一个

城市文化的底蕴，可以了解市民

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可是公

园里的一些不文明行为，把公园

搞的肮脏不堪，破坏城市环境，

扫了其他市民玩的兴致，也加重

了环卫工人工作负担。

笔者以为，在提高市民文明素

养的同时，公园管理应该跟上。例

如在一些公园卫生设施不足，让市

民不能把手中的垃圾处理掉，只能

丢在地上。公园里的果皮箱根据游

客流量尽可能多设置一些，乱扔垃

圾的游客可能就会少一些。

正如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

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

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

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

窗户玻璃。这就是心理学上有名

的破窗理论。公园管理中破窗理

论同样存在。如个别游客的不文

明行为，如果没有人及时制止加

以管理，一些游客就会更大胆地

进去破坏，如果还没有人及时管

理，最后就发展到更加肆无忌惮、

有恃无恐的地步。公园管理者采

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与游客的素

质水平有关，在游客素质普遍不

高的现实国情下，只能加强管理、

严格管理，而不是放松，甚至可以

借鉴新加坡的重罚等管理措施。

笔者不是强词夺理为游客开

脱责任，而是以为，作为公园管理

者应换位思考，让公园公共设施和

管理水平达到市民没有理由不讲

文明的程度，再对市民不文明行为

进行制止，市民就会心服口服予以

接受，为游客提供尽可能多的服

务，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市民的不

文明就没有理由了，不文明行为就

有可能少许多。

新闻：“你的粉丝超过一百，你就好比是本内刊；超过10万，你就是份报纸；超过1

亿，你就是CCTV了！”近日，湖北经济学院校园里张贴了一些“售卖微博粉丝”的海报，

引来不少学子好奇的目光。卖者1块钱可买100个粉丝，一切都在网上进行。30天内该

店铺已有5246次交易。(楚天都市报 3月23日)

微评：想成名想疯了。

制图：于洁

公园管理

多些换位思考
隔蔡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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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禁烟

不是卫生部一家的战斗
隔叶祝颐

禁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吸烟的危害与公共场所禁
烟的必要性无需赘言。如今，

据《京华时报》报道，卫生部修
订规定，从5月1日起推进室
内公共场所与更多室外工作
场所禁烟。并将执法主体由

“卫生防疫站修改为“卫生行
政部门”，把对违规者的罚款
额度由“20元至2万元”提高到

“500元至3万元”。卫生部如是
禁烟姿态值得肯定。

从保护公众健康与公共环
境的角度考虑，国家严禁发布
烟草广告，开展了不少禁烟宣
传，不少地方也制定了公共场
所禁烟的规定，这些都为禁烟
创造了舆论氛围，但是由于相
关规定本身不够完善，执行力
不够，对烟草广告、公共场所吸

烟现象，除了劝阻以外，并没有
多大的强制约束力。从这个意
义上讲，出台公共场所禁烟规
定，除了明确处罚细则以外，提
高禁烟执行力更为重要。

我国承诺今年起在公共场
所全面禁烟。但是从各地禁烟
现实来看，禁烟令根本就是一

纸空文。不说实质性禁烟远未
启动，烟草广告与禁烟宣传还
展开了拉锯战，禁烟形势十分
严峻。在我看来，这除了立法缺
位、执法不给力以外，也与烟草
消费大环境有关。

针对政协委员加大禁烟
力度的呼吁，国家烟草专卖局
张保振副局长曾回应说“禁烟
影响社会稳定”，为烟草行业
的垄断利益辩护。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有的地方狭隘的经济
思想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
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

某地甚至出现了“百官倡烟”

的咄咄怪事。禁烟的难度可想
而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
的禁烟之路走得比较艰难。

经济利益再重要，也不能
以牺牲民众健康与环境卫生为
代价。禁烟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营造禁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
草文化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机
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应该率
先禁烟，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
不递烟、不吸烟，积极引导社会
潮流。要真正实现禁烟目标，不
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地
方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与卫生部
新规已经为统一禁烟立法积累
了经验。而完善公共场所禁烟
立法是重要的步骤。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政府
逐步摆脱对烟草财政的依赖，

将为禁烟给力提供动力支持。

再比如，加强财政预算约束，管
住公款买烟。提高禁烟执行力，

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

很重要。如果政府体现责任担
当，如果更多地方像四川眉山
东坡区那样要求公务员带头禁
烟。全社会共同营造禁烟氛围，

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禁烟僵
局或将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