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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学生三餐之外的健康

头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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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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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旭松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今年烟台将以打造“食品最安
全城市”为目标，通过十项工作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力保
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在这十项
工作中，格外注意到学生的食
品安全问题。目标规定：学校食
堂量化分级覆盖率达到90%，并
要规范学校周边的餐饮服务，

探索建设校园周边“放心零食”
小卖店。

常理来看，提升学校食堂的
餐饮服务和质量相对容易些，想
让学生们吃得放心，重点和难点
在于学校外围小卖部卖的杂七
杂八的垃圾食品。为什么学生们
都喜欢去买这些小作坊制作的
三无产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
些零食味道又香又辣，吃起来很
过瘾，学生们又缺乏识别能力，
只过嘴瘾不管卫生。

看看烟台各中小学幼儿园
附近吧，几乎都被小卖部占据。
有句话说，学生的钱最好赚，可

有些商户昧着良心出售劣质零
食，像那些一两块钱一袋的所谓

“羊肉串、牛肉粒”，诱人的味道
完全是食品添加剂的“功劳”。这
些劣质垃圾食品充斥校园周围，
对孩子身心的毒害更是怎么形
容都不为过。

食品的安全问题，不需要
多说，大家心知肚明。垃圾食品
的危害，做父母的应该都很清
楚。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
代表董配永就提议“严禁垃圾
食 品 进 入 所 有 中 小 学 、幼 儿
园”。董配永认为，食品安全问
题的频发，青少年是最大的受

害者。由于经常食用垃圾食品，
很多学生身体素质严重下降，
出现了锻炼猝死、跑步骨折的
现象，有的学校还因此不敢让
学生上体育课、取消长跑，这是
一件多可怕的事情。董配永的
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学生体质
的下降跟经常食用垃圾食品有
着很大关系，由此可见，为了下
一代的身心安全，整治校园周
边环境十分必要且有意义。

对于学生上网问题，出台
规定“学校200米范围内不得开
设网吧”，外加凭身份证上网等
措施，使得问题得到了显著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相对来说更
隐蔽一些，就需要学校、家长加
强教育引导，工商部门加强市
场监管，经营户要加强食品自
检，唯有此才能防止垃圾食品
流入孩子口中。

烟台探索建设的“放心零
食”小卖店的做法相当于把经营
户由游散大军整编为正规军，对
不符合卫生条件的经营户坚决
取缔。不仅仅要有整治行动，还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对流动摊点
及小饭桌的食品安全要定期检
查，最终还孩子们安全的饮食环
境。

嬉笑怒骂
新闻：4月11日，在南昌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宿舍，负责保洁
的学生在拖地。为了增强大学生
的责任意识，从3月起，南昌大学
开始在7个学院的学生宿舍试点
取消专业保洁，由大学生负责自
主保洁，各学院将原本发放给保
洁员的工资转而发放给承包楼
道卫生的同学用于勤工俭学或
班集体用于班费。(中国青年报)

点评：建议在机关单位里实
行。

新闻：重庆一家长带孩子到
主城一家三甲医院心理门诊就
诊，花了近百元挂专家咨询号
后，从诊断到开药，医生与他和
孩子的交流没超过10句话，药费
却有近千元。心理门诊不该只有
冷漠的医生与一堆冰冷的药。(重
庆晚报)

点评：三甲医院还是三假医
院？

新闻：近日，一则“副镇长上
任首日酒后身亡疑被劝酒过度”
的消息引发关注。这名“副镇长”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
宾区，今年4月9日被兴宾区区委
组织部送到迁江镇报到。当地回
应称：确实在镇政府食堂喝酒，
至于“劝酒”的说法并不存在。(新
华网)

点评：看来不是当官的料。

新闻：3亿元投入、上千个站
点、1 0万辆自行车、1 0 0万人办
卡……曾广受关注的武汉公共
自行车项目，打造了“满街都是
自行车”的亮丽风景线，然而4年
多的时间之后，却陷入“车辆少、
租车难”，部分站点瘫痪荒废的
地步。(京华时报)

点评：浪费是最大腐败，但
从来没有追责。

一家之言

在其位要谋其政
吕富苓 (莱州市 )

习 主 席 演 讲 中 引 用 了《 礼
记·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用以阐述
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正在建设
文明和谐的社会的我们，更应该
好好地领会这个道理。

就拿广场舞的问题来说，在
住宅小区建广场没有错，人们在
广场放着动听的旋律跳舞娱乐
健身没有错，学生做作业要求安
静没有错，上三班倒的人睡觉要
安静没有错，居民要求一个安静
的居住环境没有错。但，闹和静
的双方矛盾了，即踏着音乐跳舞
的 和 要 求 安 静 的 居 民 矛 盾 了 。

“万物并育”“道并行”了，我们的
居委会或地方各级领导能不能
早早发现问题，早早协调解决，
而使它们“不相害”“不相悖”呢？
能，完全能！不必闹得不可开交。

这个通知很必要
姜喜悦 (芝罘区 )

物业贴出了一个通知，它说
了两件事。一是请业主把楼梯内
堆积的易燃物清理掉；二是告诉
相关业主把在绿化带内已种植
的花草树木主动移除，否则要承
担相应的后果。

我觉得这两件事都说得在
理。就拿第一件事来说吧，堆积
如山的易燃物品不仅影响美观，
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虽然
楼层设有电梯，但一旦有意外情
况，还是需要通过楼梯上下的，
而现在这种情况已严重防碍了
上下楼的顺畅。

小区通知表明了物业的态
度，请业主主动移除，这种商量
的口吻也必将减少不必要的麻
烦，让生活更加和谐。

森林防火为了谁
赵传勇(福山区)

俗语说“外行看热闹，内
行看门道”，“我在防火一线”
的报道让我这个门外汉，对防
火员的恪尽职守产生了深深
敬佩之情，他们工作期间的艰
苦生活更深深打动了我，我不
由扪心自问：他们如此辛苦，
奔波在防火一线，究竟是为了
谁？

我想他们是为了把美好
的自然景观留给市民，许多地
方的原生态自然景观正遭到
人为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则是
人们口中的抱怨：能欣赏到的
美景越来越少了，能去的地方

也越来越“窄”了。很重要的一
条是人为纵火所致，所以防火
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想他们也是为了给市
民给政府一份满意的答卷。烟
台自进入森林防火戒严期以
来，各部门把防火工作列入重
中之重，但真正奔波在一线的
则是这些可爱的森林防火员，

“除了吃饭睡觉，一直都在巡
山的路上”是他们工作期间的
真实写照；“每天守山14个小
时，风吹日晒脸皮蜕”是他们
工作的代价；“包子大葱小凉
菜”是他们的工作餐。

我想他们更是为了保护
市民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护公

共财产安全。众所周知，森林
资源是整个社会的，但“财产”
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则是火灾。
每一起火灾事故的发生都是
对社会财富的无情吞噬，火灾
有时让进山的人们有进无出，
对市民的人生安全产生了极
大的威胁。为了防止悲剧的发
生，防火员努力做着防范工
作，不发生意外则是对他们工
作最好的奖励。

森林防火工作做好了，最
大的受益者是谁？毫无疑问，
是市民。防火员的心愿是什么
呢？我想那就是：永远不发生
火灾吧。既然如此，那森林防
火，从我做起！

我有话说名嘴说事

近日，在两地与政府、银行
等部门交流。产粮大省吉林，国
家对玉米的收储价格明显高于
市价，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在福
建，面对中小企业经营困境，一
些地方寄希望于金融改革之助
推。我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
其作用并非决定性的，未来经济
的良性发展还需实体经济层面
的深化改革、结构调整与金融改
革共同驱动。

——— 郭田勇(教授)

脱离公务员体系的现状谈
论该不该加薪，多是把公务员当
作一个整体单元进行考量的，却
忽视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公
务员的工种千差万别，却用一个
体系来定薪，这必然存在该涨薪
的没涨，不值那个价的却由于有
编制而坐享体制红利。改变目前
这个局面，一个有效的思路就是
对公务员系统的工种进行分类
分层，而不是完全按照行政级别
定薪；其次，进一步开放进出机
制，某些权力岗位应当向社会公
开竞聘，而不是依赖于内部升
迁，以此区别事务官和政务官。

——— 彭晓芸(媒体人) 徐富国(芝罘区)

近日，不少媒体纷纷报道
“公考降温”现象，依据是目前
已发布招录公告的23个省区
市中，16个省份报名人数集体
下降，其中15个出现招录、报
名人数“双降”局面。

原来公众对公务员是什
么印象呢？在大部分的眼中，
公务员等同于当官的，当官的
就有权力，有权力就可以以权
谋私，大部分公务员就有灰色
收入，甚至是存在贪污腐败行
为。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公众
形象”，公务员群体被许多网
友指责甚至是谩骂。然而，一
边是指责和谩骂，另一边则是

“公考热”，每年浩浩荡荡的公
考大军都能成为一时的新闻
头条，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
现象呢？显然，问题的关键在
于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真实
情况的误解或者说不了解。

不可否认，我国公务员群
体中存在着贪腐腐败、脱离群
众等诸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就不止一次告诫全党，如果不
坚决遏制腐败问题，最终会亡
党亡国。但是，这不是公务员
群体的全部，这个群体的真实
情况没有被公众所全部了解，
于是，误解造成了盲目，盲目
地批判或者盲目地追捧，最终
走向两个极端。

其实，政府应该行动起

来，在强力反腐正风的基础
上，以主动的姿态和公开透明
的方式，让公众客观全面地了
解每一个公务员非隐私性的、
适合公开的个人、家庭、收入、
财产、职责、晋升等等情况。只
有这样，才能消除公众对公务
员群体的误解，才能将公务员
回归到一个正常、健康的职业
形象，通过透明的“展示”，公
众自然了解这一职业的优与
劣，便能理性看待，而不是盲
目指责或者追捧，也就能根据
自身情况决定是否选择公务
员作为自己的职业。如此，无
论公考是“升温”还是“降温”，
在很大程度上都将是合理的、
理性的。

理性的回归需要“公开透明”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
伟凯) 随着2013年学生纷纷拿
到美国签证，新一轮2014年留学
美国的准备战又要打响。为了这
一年的申请正摩拳擦掌的学子
们，想必已经开始密切关注美国
留学的新动态。4月26日上午9 :
00，由本报主办的第11届烟台国
际教育展将在芝罘区中银大厦3

楼开幕，烟台学子可到现场与留
学专家面对面咨询美国留学新
形势。

据专家介绍，2014年美国留
学申请将保持稳中略增，增长速
度不会出现大幅上涨。主要原因
在于2013年世界经济发展不稳
定，中国家庭在做出留学决策时
将更为谨慎。随着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的增多，许多学生趋向于选
择先在国内攻读相应的课程再

出去留学，出国计划也因此推迟
一年左右，留学人数增长也因此
受到影响。

留学人数的增加一定会使
竞争升级，申请海外名校已经从
提前准备硬指标，升级为提前准
备科研成果、实习经验、实践背
景等条件。

优秀申请者不断增多，去年
以来，许多获得保送资格或能被
北大、清华录取的优秀学生，甚
至有海外求学经历的学生也加
入到顶级名校的申请行列。僧多
粥少，留学专家建议学生对自己
设定的目标适当调整——— —— 全
美前50名-100名的大学已经很
好，某些专业甚至超过“常青
藤”，不一定非前30名不去。

低龄孩子提前出国享受国
际化的优质教育，是近几年留学

以及今后几年的大趋势，尤其是
出国读本科的学生比例会越来
越大。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送孩子出国读中学的现象在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尤其明
显，十二三岁就出国读寄宿中学
的比比皆是。

在2014年留学专业的选择
上，商科、金融、计算机、工程
等仍将是热门。随着金融和 IT

人才的逐渐饱和，这些被扎堆
抢夺的“金饭碗”正在慢慢褪
色，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留
学家庭，选择出国学艺术的申
请量在增长。

专家建议，学生应理性对待
所谓“热门”和“冷门”专业，用更
长远的眼光指导留学选择。2014

年值得关注的专业有许多：美国
的制药、医药卫生和生物医学工

程等专业，在美国和中国都属人
才短缺专业。

烟台的学生和家长如想了
解更多更新的留学咨询，一定不
能错过4月26日本报主办的第11

届国际教育展，届时，展会不仅
有留学专家对最新最全的各国
留学新政进行深刻解读，国内数
十家知名留学机构的留学专家
将会深入透析留学各个环节，为
您提供全方位的出国留学信息
与服务。

展会将免费开放，欢迎有留
学意向的学子及家长到场与留
学专家面对面交流。场地有限，
报名从速！

本 届 展 会 咨 询 电 话 ：
18660095750 13688690081

展会地点：烟台市芝罘区解
放路中银大厦3楼多功能厅

22001144年年美美国国留留学学有有啥啥新新形形势势？？
4月26日到本报国际教育展上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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