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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打车方便了，秩序也得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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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

经常看到微博、论坛上吐槽
关于机场打车太难、出租车挑
客、宰客的帖子，细翻一翻，何止
烟台的机场，几乎全国各地的机
场都被吐槽了个遍，就连首都国
际机场、虹桥机场等著名机场也

难幸免。
很多人在吐槽的同时，会把

对于机场出租的第一印象当做
对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打车遇
到尴尬，对城市的印象也变得尴
尬，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首因效
应。一旦对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不好，再想改变这种观点就难上
加难了。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烟台
机场在积极寻找出路，是什么
导致了机场打车难？乘客多、出
租少成了主要矛盾，许多乘客

抢着打车，而出租车数量却很
有限，于是就造成了出租车根
据自己意愿拉客，挑着远道的
跑，强行要求拼客的局面。对
此，适当增加出租车的数量迫
在眉睫。

下个月起，烟台机场将对
市中心区的出租车实行放开政
策，不收取场地费，有正规营运
资质且信誉良好、无犯罪记录
的出租车业户都可以申请到机
场待租。放宽政策后，必然有更
多的出租车进入机场待租，竞

争出现了，乘客不再无车可坐，
甚至可以选择坐你的车还是坐
他的车。

乘客变被动为主动，卖方
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如何为
乘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留
住乘客成了司机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要求拼客、
挑客、议价等恶劣行为将减少
很多，竞争环境将在出租车和
乘客之间形成一种越来越平衡
的关系。

当然，出租车质量提高了，

数量却不能无限制增加。如果政
策宽到所有的车辆都可以进入
机场拉客，出租车运力过剩也会
导致恶意抢客的发生。对此，机
场也做了前期调研，取了200辆这
个客流与车辆的平衡点，保障

“司机有饭吃，乘客有车坐”。
机场是外地旅客进入烟台

的一大门户，机场的待租车代表
着烟台的“脸面”，也是外地人认
识烟台的第一眼，维护好机场待
租车的秩序，才能给人留下热情
好客的城市名片。

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
台Mt.Gox，由于系统漏洞损失
大量比特币，无法弥补客户损失
而申请破产保护，网站已空白，
Twitter账号删除。国内的比特
币交易网站BTC China、火币网
们，拿什么来保障？被系统漏洞
击溃，看来比特币还真是够脆弱
的，风险开始释放了。

——— 曹增光(媒体人)

如果父母仅仅是因为遗弃
会受惩罚而不敢遗弃，他们的孩
子是不会幸福的：遗弃减少了，
虐待又可能增加。从根本上解决
弃婴问题，就必须清除几十年来
甚嚣尘上的“孩子是包袱”、“一
个男孩顶两个女孩”、“为了优生
可以堕胎”等丑恶观念，同时提
供足够的儿童福利(而不是光征
收“社会抚养费”)，并鼓励有序
收养。

——— 杨支柱(学者)

新闻：2月22日，四川达州11

岁的明明端着一块写有“我偷大
人的钱”的牌子站在大街上示
众。只因他偷拿了家里的170元
钱去买了游戏机和零食，父亲一
怒之下作出如此处罚，幸好学校
老师撞见后及时制止。对于这种
家教“冷暴力”，法律专家称，伤
害了孩子自尊，是违法的。(华西
都市报)

点评：羞辱孩子的方式带来
的伤害远大于错误本身。

新闻：一组教爸妈使用微信
的漫画在微博上走红，转发过
万。这组催泪漫画，出自重庆邮
电大学毕业生张明之手。为解决
自己不在身边二老焦急的心情，
张明手绘9页微信教程，每一页
都是对照微信界面照搬下来，再
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清楚每个
键的作用和使用方法，旁边还用
汉字标记出注意事项等。(重庆
晚报)

点评：孝敬父母，可以从生
活的许多小事做起。

新闻：千呼万唤，中国男足
的新任主帅终于确定！据了解，
足协副主席于洪臣确认57岁的
法国人阿兰·佩林成为中国国家
男足新帅，率领男足冲击2015年
澳大利亚亚洲杯。佩林长期在西
亚海湾执教，熟悉和了解亚洲足
球。据悉佩林的年薪在100万美
元以内。(新浪体育)

点评：国足选帅标准：听话
省钱能背黑锅。

新闻：记者在北医三院神经
内科病房见到曾经的“神医”张
悟本。床头的病卡记录显示：张
悟本于2月20日入院，脑梗。“被
气的。”张悟本表示，脑梗是发生
在四年前，也就是被媒体报道的
两个月后，这次他只是来做健康
检查。(新京报)

点评：照您以前的理论，按
说一天三顿绿豆准药到病除。

毛贤君(芝罘区)

某日和友人闲谈议论，
市区一些外来的小青年们无
学历无背景无高深技术，凭
着脚踏实地辛勤劳动，或刷
油 烟 机 ，或 开 小 店 ，或 做 家
政 、卖 报 纸 ，小 燕 扛 泥 垒 大
窝，兴家好比针挑土，有的买
下房子，有的还买上车。用咱
老烟台人的土话说，“日子过
得五花六点的”。

个别土生土长的老烟台人
子女混得就不行了，大钱挣不
来，小钱又没看在眼里，干白
(领)骨(干)精(英)的活干不了，
干保安、家政又嫌伺候人掉价。
于是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脸皮也厚，今天领着老婆孩子
上爹妈家吃，明天再上丈母娘
家吃。去吃饭时，提着两扎高营
养高蛋白的葫萝贝(老烟台人
说话的幽默风趣，家去什么礼
物没拿，扎煞两只手，戏称“提

着两扎葫萝贝”)，和公务繁忙
的首长似的，快开饭了才来家，
又懒得十分可爱，吃完饭连碗
也不刷，就匆匆离去。一位老友
讲，他出嫁的闺女嘴上抹石灰，
来家白吃不要紧，还嫌他没有
能耐，没有门子没有窗，不能托
人托脸，给她找个机关、事业单
位的工作干干。

子女成家后，做个只求索
取，不讲奉献的啃老族就不对
了，两眼不要只瞅着父母钱包
里那两个小钱。一勤天下无难
事，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肯
吃苦，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
论干哪行，解决温饱不成问题。
有志青年更鹰击长空，鱼游浅
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自己创
业，开创一片新天地。

青年朋友们，老人们辛劳
忙碌一生，日子理应过得充裕
一点。要创造财富和条件，让父
母的日子过得滋润、潇洒一点，
莫做啃老族。

青年人莫当啃老族陌生的近了，近的陌生了

我来抛砖

赵振梅(莱州市)

在烟台这片厚德之乡，传
颂着许多感人的先进事迹：第
四届全国道德模范龙口南山集
团员工刁娜，招远的刘盛兰老
人荣获2013年度十大感动中国
人物。

他们用自己的善举赢得了
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传递了社
会正能量，让我们看到人间有
大爱。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
些人的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嫌
贫爱富，恃强凌弱的歪风邪气，
思想陋习和不文明行为形成鲜
明对照，让我们悄然深思：人生
的价值何在？服务社会，帮助他
人，济弱救贫，这就是我们从先
进模范人物身上找到的答案。

道德模范是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典范，一
个道德模范就是社会上竖起的
一个标杆、一面旗帜，是在群众
中提倡的一种导向、一种追求。
模范人物以自身的道德行为，
真实具体地再现了优秀的道德
品质，给人以鲜活，直观的印
象，深化了人们对道德力量的
理解和认同，构成了个体在道
德实践过程中的标准和参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模
范的典型形象能够给人以极大
的精神鼓舞和心理感染，对社
会良好风尚的形成起着重要的
推动作用。

每个人都要身体力行，从
我做起，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体现改革开放的时
代风范，与时俱进，全面提高自
身素质，共建和谐社会。

@慧萍：不知道为什么，宁愿把想说的话、心中的感觉向
一个陌生人诉说，也不愿意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说。这是怎么
了，还有人和我一样的感觉吗？

漫漫画画：：夏夏坤坤

@yzbxl：跟身边的人谈
论实际的东西多一些，在微
博或者论坛、贴吧谈论精神
层面的东西多一些。

@暗夜蚍蜉：太近的人
太相知，你不忍让他们受累
不能说；要么是有利益关系
的人，你不能说，利益大同时
是朋友，反之他伤你最深。陌
生人，是你的情感垃圾桶，你
抛他接，不用考虑太多。

@单相思先生：我们都
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kkk5151：人是越长大
越孤单，习惯了对身边人的
冷漠，对陌生人有种相见恨
晚的感觉。

@越狱兔纸：和陌生人
说了，顶多是开导开导你，真
正能帮得上你的还是你身边
的人或者你自己。我以前也

是，后来就想开了，有啥事都
和家人朋友说。觉得帮不上
忙的就干脆别说，说出来就
是一个笑话。

@kzhf：对于你熟悉的
周围，需要伪装来保护自
己，不能让人看透。对于陌
生人，没有戒备心，没有负
担，有什么说什么，即使对
方给你虚伪的安慰也好，
挖苦也罢。

@七月份的前奏：这是
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一
些不必要的伤害。

@liqin1031：那也得分什
么事，难于开口的事情，才会
对不认识的人说。现在社会
人情冷漠，社会风气需要转
变了。

来源：烟台论坛 新浪
微博@今日烟台

读者观点

刘学光(莱山区)

2月26日报道的“200辆出租
车可进机场免费待租”，读后豁
然开朗，心情舒畅，不禁为该政
策的出台叫好，更为这不断改革
的新举措点赞！

机场出租车服务质量差，由
来已久，经历的乘客怨声载道，
苦不堪言。拼车挑客、漫天要价、
近距离拒载，乘客敢怒不敢言，
特别是晚上，在偏僻郊外，更是

听之任之，任其宰割，无可奈何。
我的朋友都是经历过的常客，每
次都要求接机，不愿与机场出租
车惹气上火。

机场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是
外地宾朋了解烟台的第一场所。
出租车司机文明素质的好坏、文
明程度的优劣，直接代表着一座
城市的文明形象。出租车司机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文明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可谓
重大，影响可谓不小，无可轻视。

烟台机场的待租车放开
政策，有利于更多的出租车参
与竞争，优胜劣汰，将那些不
遵章守法、服务态度差、文明
素质低，强行拼客挑客，漫天
要价，无理拒载的害群之马，
清理出局，淘汰出场。换来的
是沐浴春风的温馨笑脸，热情
周到的服务态度，招来即走的
快捷体验。

烟台机场的待租车放开政
策，是面对现实情况，在客流量

不断增加，为解决旅客乘车难、
秩序乱的情况下进行的，让人为
之叫好！只有将不利于人民群众
生活环境的陈做法旧政策，进行
不断的改革创新，创造出适合人
民生活幸福的新政策新环境，人
民才会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更
满意。

期待着烟台机场的乘车环
境迎来春暖花开，出租车司机的
服务质量似芝麻开花，乘车旅客
的满意笑脸如桃花盛开。

为烟台机场待租车放开政策点赞

我有话说

感动中国厚德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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