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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莫让暑期成为“第三学期”

@oppen000：现在的高房价下，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买不起
房，只好租房，可是近两年发现，房租也是水涨船高，两年前
租的房子到期了，上网一看，周边的房子，同等价位的房子，
房租差不多涨了快一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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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涨价快租不起了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

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

在互动版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

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

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

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

《我有话说》栏目欢迎您的

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评报区》、《一

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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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隔黄健

中小学暑假还没开始，各种
暑假培训班的招生大战已经“硝
烟弥漫”。不少家长也已经忙着为
孩子暑期培训报名，学艺术、上奥
数、学英语、练书法……不少学生
的暑期培训排得满满当当。而且，
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正成为培训的

“主力军”，培训甚至伸向了幼儿
园的孩子。家长的盲目“加餐”，使
得原本轻松愉快的暑假成了孩子
们的“第三学期”。

假期原本是孩子们快乐轻松
的时候，意味着可以暂时卸下繁

重的学业，放松身心。但如今，暑
期已经异化成“第三学期”，其原
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
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让孩子利
用暑期补习一下功课，或者参加
培训学一门特长，为日后的竞争
增加一些获胜的砝码。二是一些
家长工作忙，孩子放假在家无人
照顾，怕孩子整天待在家里看电
视、上网，只好将孩子送进培训
班，既能照顾孩子，又多多少少能
学到一点知识。三是一些家长的
攀比从众心理在作怪，看到别的
孩子都在补习，生怕自己的孩子
不去“进补”会落后，这种从众心

理也为暑期“进补热”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笔者以为，这样的过度“进
补”弊大于利。孩子们在经历了一
个紧张的学期后，需要调整心态、
放松心情。如果家长大包大揽，将
暑假安排得满满当当，不给孩子
自由活动的空间，不给孩子任何
喘息的机会，很容易使孩子产生
厌学情绪，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
反。

暑假不应成为学校学习的
延续，而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
自主活动、自主发展的大好时
期。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

根据孩子的个性特长、兴趣爱
好，因人而异地为孩子设计暑
假学习生活计划，比如让孩子
看一些有益的书刊，参加一些
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大自然领
略美丽风光，参加一些体育锻
炼 ，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家 务
活 … … 使 他 们 能 够 在 快 乐 多
彩、轻松愉快的暑期活动中陶
冶情操、发展兴趣、展示才华、
锻炼能力、提升素质。

一个快乐的青少年时代，将
有益于人的一生。家长朋友们，把
暑期还给孩子们吧，让暑假真正
成为他们的“幸福时光”！

@半度微凉：这是中国普
遍现象。朋友在南京租了个30

平米的房子3000元月租还漏
雨，都觉得是最便宜的了。

@蓝依琪：首付买个小
房，拿租房的钱还贷款。

@菲儿飞飞9729：工资一
年涨一次，一次涨200元，房租
有时候一年都不止涨200元，
也不止涨一次。

@云柳轻烟：大多数报怨
租房贵的多半是想要在市中
心繁华地段，有商超菜市场，
如果到周边去租房，哪用这么
多钱呢？像我朋友四五年以前

在东方巴黎租的阁楼，一个月
1200元，工资的2/3交了房租。
可是如果去周边租房，一个月
200元撑死了，或是合租都不
会太贵，条件也不会特别差，
这个还是看个人吧！

@做个坏人真难：有人抢
着租，它自然往上涨，说啥也
没有用，多挣钱才是正道。

@六月的天：确实是一件
很纠结的事情，偏僻地段倒是
便宜，可是上班很辛苦，在路
上的时间就得一个多小时，比
上班还累，所以很多人还是选
择就近找房，就形成怪圈，又

想方便还想便宜只能选其一。
@范小猫：就是租不起

啊，租在郊区上班还远，还要
倒车，来回车钱也差不多了，
再吃吃喝喝，就所剩无几了。

@私念：对于我们这样不
正规公司的员工来说，工资没
涨，房租房价一直涨，物价也
涨。

@Josefin：我去年在市中
心租了套，60平每月1500元，
前两天看到业主群里有发出
租信息的，现在这楼上同样面
积的要租到2500元。

来源：烟台论坛

有客户刚去了几个地方做调
研，说经济形势很差。企业没信心，
就不会扩张，就没有新岗位，现有
员工也面临减薪裁员压力，这会影
响消费支出，消费支出也是企业的
订单。收入少增，失业和企业倒闭
的社会代价不容忽视。

——— 屈宏斌(经济学家)

今天上午乘车到学校，坐我旁
边的是一位老人，当他快要下车掏
钱包时，好像有零钱掉了，落地有
声。当时，因为我正闭目养神，所以
没特别在意周围的响声，只当什么
也没听见。不过，这时，有个小学生
拿起地上的零钱，径直走到老人跟
前儿，然后大声说；“老爷爷，这是
刚才丢的零钱。”见此态，我觉得惭
愧了。

——— 毛丹青(作家)

新闻：昨天下午，河南郑州天
气异常炎热。烈日下，一位58岁环
卫工老人拿出刚刚捡到的饮料瓶
晃了晃，拧开盖子，喝了起来。为多
挣钱，他连上上午班和下午班，虽
能挣双份钱，却要从早上4点一直
干到晚上8点。(郑州晚报)

点评：向所有在高温下工作的
人致敬！

新闻：俄罗斯一男子10日刚到
南昌，就把笔记本电脑和资料落在
了租的车上，他非常着急，报警求
助。1小时后，民警就把东西寻回
了。民警称，本来遗失东西不归派
出所管，但考虑到他是外籍人士，
人生地不熟，就帮他联系寻找。(大
江网)

点评：下次东西被偷了，一定
要说自己是外国人。

新闻：2013年“直横大战”乒乓
球赛，张继科在与许昕的比赛中竟
然用脚得分。张继科先是猛攻将许
昕逼到远台放高球，然后张继科突
然将脚伸到台上，用脚底一挡将球
挡过网，刚好放了一个短球，许昕
没接着，张继科就这么得分了。(新
浪体育)

点评：明摆着让中国足球难堪
嘛。

新闻：翻看江苏宿迁青华中学
2013毕业纪念册，前排14人除最左
一人不同，其余13人竟“惊人一致”
出现在每张毕业照中。学生：看PS

毕业照“心里不是滋味”。学校：主
要是为节省时间，每年都这么做。
(扬子晚报)

点评：“合成毕业照”是最失败
的“最后一课”。

新闻：刚屠宰了牛，便就近取
用鱼塘水向牛肉注水；牛体分割
后，找到牛腿、牛头等部位大动脉
血管，插入大号针头再注水。记者
先后暗访了惠州4个靠近深圳边界
的私宰牛窝点，一斤牛肉至少加了
三两水！注水肉把各种寄生虫、病
菌带到肉里！(南方日报)

点评：能不能不要为了降低成
本，把良心都弄没了！

彻底防范身边危险

隔魏同山(芝罘区)

《齐鲁晚报》报道，烟台一小
区的大集上卖氢气球的小贩不
慎将气球放跑，触动高压线后引
起爆炸。看似小巧简单的氢气
球，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存在安全隐患的绝对不止
是氢气球，生活中还存在不少像
这样并不起眼的隐患，我们必须
彻底防范。夏季是安全事故的高
发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
大患。

这需要从小事做起，比如对
于个人来说，随着夏日来临，应
该及时检查厨房、地下室等比较
隐蔽地方的电线电路是否有老
化的现象，如果有，及时更换以
免引起火灾；检查家中简单的消
防设备是否齐全；自己或家人的
防灾逃生知识是否具备等。政府
相关部门也要进行安全大检查，
最大程度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

呼唤市区阅报栏

隔刘学光(莱山区)

近日傍晚在芳华园的一处
报摊，见到多位年龄不同打扮各
异的人们在买报、看报。如果有
一处公益的阅报栏就好了，可以
看到更多的异地新闻和国家大
事。

漫步市区街头巷尾，阅报栏
这一文化设施，可以说是少得可
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阅报栏
也是有力工具，不可小视。同时，
还能为城市增添一道靓丽的文
化风景，何乐而不为呢？

在许多城市，阅报栏的建设
都被当成大事来办。北京市繁华
的商业区和城市干道两侧，大多
建有大小不等的阅报栏；在天
津，位于和平区南京路中段边道
上的“新世纪报林”报栏长达200

米，展示的报纸多达150余种；厦
门市无论是在街道两旁的空墙
上，还是在公交车站的候车亭
里，新建的阅报栏吸引了众多上
街购物或上下班候车的市民和
外地游客。

多么盼望阅报栏这一文化
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在烟台市区
不断涌现。阅报栏应在一些大的
休闲广场、繁华街道和公交车站
等处设置，这样，广大市民可以
通过阅报栏及时了解国内外大
事，获取各类知识，这对提高市
民的文化素质，增丰富市民的业
余文化生活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监管部门才应是“职业打假人”
隔任平生(芝罘区)

职业打假人并不是什么新
鲜词汇。多年前，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刚实施，王海就因在北京几
家大商场“知假买假，获取双倍
索赔”而名噪一时，成为“打假英
雄”。然而，随着职业打假人队伍
鱼目混杂，社会上给予职业打假
人的评价开始褒贬不一。更多的
消费者把他们当作是英雄，但也
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在借此为己
谋利。

职业打假人应该如何定位？
社会学家夏学銮将那些以营利
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比做“不
良商业生活孕育出来的寄生
虫”。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因为有假，他们才有存活的

空间。客观上来讲，这些人对于
市场的净化确实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
费者代表。

按理说，政府机构系列的质
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它们的
行政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各类企
业和经营行为，打击假冒伪劣产
品和经营服务，也就是“职业打
假人”。然而诚如打假者王海所
言，打击欺诈行为靠有限的行政
监管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在一
拨又一拨的食品和药品造假现
象中，商家欺诈行为的被发现，
被公之于众，许多都是广大的消
费者和媒体跟踪报道的结果。

其实，通过职业打假人王军
的言谈（本报6月19日B03-05版

报道）可以隐约读出他们这个群
体的集体焦虑，游走在法律边
缘，以及社会上对于他们这个行
业的毁誉参半，已经让他们感受
到了巨大压力。虽然靠着打假赚
钱使得正义行为变了味，但毕竟
让一些不法企业被曝光，一定程
度上也对公众的利益起到了保
护作用。但就像是打击公款吃喝
一样，单靠暗访并不能治本，再
者说，受制于自身能力有限，像
毒奶粉等全国轰动性食品安全
问题最终还需要靠专业的技术
人员才能够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
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完备的法
制才能将个人、企业、政府的行
为和职责界定的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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