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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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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市民卡在便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毛旭松

12日，烟台市民卡与青岛琴
岛通卡互联互通开通仪式在烟
台举行，今后，市民持烟台市民
卡将能在青岛享受琴岛通带来
的所有优惠。这当然使得青烟两
地居民生活往来更加便利，但在
为烟台市民卡走出港城叫好的

同时，更要看到烟台的市民卡还
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本报今
日C03版报道)。

乘车、交费、购物、加油……
市民卡用途多多，最广泛的用途
自然还是用来乘坐公交车。尽管
增设了不少充值点，但总体来讲
覆盖范围远未达到普及的地步，
加上有些代充点的设备坏了得
不到及时维修，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记者去年曾实地走访发
现，8个充值网点有4个不能充值。
近期烟台五区新增市民卡服务

点70处，可市民卡充值还是算不
上十分便捷。另外，至今无法进
行网上充值也是制约市民卡进
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手机、电
费等网上充值早已司空见惯，可
见这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盼望
市民卡也能够与时俱进更加惠
民。

市民卡有这么多用途，却被
很多市民只是当成公交卡来使
用，多元化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的
根源在于，市民担心卡丢了以后
找不回来。市民卡跟银行卡最关

键的不同是没有挂失的可能，丢
掉市民卡就意味着里面的钱也
一起消失了，谁捡到了这张卡谁
就能继续使用。这样一来，谁还
敢往市民卡中充很多的钱呢？加
油、购物这些大额消费还是用银
行卡更为保险，市民卡无非是充
进50、100元用作乘公交，即便丢
了也不会造成巨额损失。无法挂
失自市民卡推广之初就争议不
断，迄今为止问题还是没有得到
解决。翻看市民卡管理中心对于
市民卡无法挂失的疑问，无一例

外皆提醒“妥善保管市民卡”，这
个看上去很美的建议实在是有
些苍白无力。

正如有些市民对市民卡的评
价“设想很好，规划很大，但实际
应用中问题不少”。希望相关部门
借着这次市民卡“请进来走出去”
的东风，将老百姓对市民卡的批
评和建议进行梳理和总结，让市
民卡的使用更加方便快捷。对于
政府部门来讲在便民服务这方面
不存在终点，可以把好做到更好，
少谈些成绩，多看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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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家不在乎数字的时
候，我挺在乎数字，现在大家在
乎数字的时候，我担心数字背后
的东西，就像以前大家说阿里巴
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其实我知
道我们要比大家想象的好。大家
说不好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挺好
的，现在大家说好的时候，其实
没那么好。人们对你期望值越
大，其实你知道你没那么大的能
力，你知道你自己没那么好，这
是最发虚的。

——— 马云(企业家)

名嘴说事

消费能力强，幸福指数能低吗
赵传勇(福山区)

烟台人在天猫12小时花了
1 .6亿，可观的数字背后反衬了
港城人民惊人的消费能力，消
费能力强，幸福指数还会低吗？
(本报11月12日C03版报道)

而且据悉，前三季度烟台
市民人均喝掉268 . 21元的鲜
奶，吃掉671 . 90元的干鲜瓜果，
舌尖上的消费数据是港城市
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见证，
是烟台市民追求高质量生活
水准的最好说明。

消费数据高，说明港城市
民的消费观念在转变，也充分
响应了国家鼓励消费的政策
措施，由以前的能吃饱就行，
到现在的不仅要吃饱更要吃

好，吃出健康，注重养生，穿衣
服不仅保暖更要体面时尚。

消费能力强，说明港城人
民有能力支撑这种消费，敢于
消费，愿意消费，而支撑烟台
市民消费最大的原因我觉得
莫过于：港城市民的收入增加
了。如果钱包羞涩，即使有购
买欲望也是有心无力。而港城
市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港城
最近几年的迅猛发展势头，得
益于政府部门的招商引资政
策，得益于本地企业的大力贡
献，得益于港城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更离不开港城市民的
辛勤劳动与艰苦付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一
个人的消费能力再强说明不
了什么？顶多说明个别人的

财富多寡罢了，而整座城市
的整体消费能力才能代表这
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和蓬勃发
展的朝气，才是人人拥有财富
最好的象征。

烟台的发展前景广阔，刚
刚结束的APEC，中韩两国领
导人共同确认，中韩自贸区结
束实质性谈判，中韩建立自贸
区后，烟台将直接受益。一切
的一切，都说明港城的发展潜
力巨大，明天会更好，人民的
生活也将越来越好，生活在这
样的城市无疑是幸福的。

一座城市中人们生活的幸
福指数从何而来？不外乎人均
消费能力和收支对比，而港城
则交了一份令市民满意的答
卷。

给市树市花评选提一点建议
徐君豪(芝罘区)

当前，烟台正在开展“市
树”“市花”评选活动。针对此
次评选活动，提一些自己的
建议。

首先，市树市花评选活
动应该慎重。关于市树和市
花，从网上可查阅如下资料：
2010年8月市城管局在胶东
在线“网上民声”给群众的答
复为“制定了几套方案，但暂
时还没确定”；而2011年9月，
市园林处则答复为：烟台市
园林志“1985年市政府定烟
台市市树为国槐，市花为紫
薇”。我们之前究竟有没有正
式确定市树、市花？如果已经
确定，为什么市民毫不知情，
甚至主管部门都不知晓？在
这次评选之前，要不要对国
槐、紫薇这种“疑似”市树市

花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是市
园林处的说法弄错了，还是
要重新评选？

其次，市树市花的候选品
种应该更具有烟台味。从现有
的资料看，从全国各城市中，
国槐、银杏、法桐，月季、紫薇、
菊花等树和花出现的频率很
高，说明它们是广泛种植的品
种，个人以为已经失去了代表
性。除非有特殊的历史或文化
渊源，否则列为市树、市花不
那么合适了。目前大家对苹果
和樱桃的呼声较高，但是，目
前我们所种植的苹果和大樱
桃皆是19世纪70年代从西方
引进的品种，历史性、文化性
值得商榷。如果单从水果主产
区的角度上讲，作为市树市花
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全国能
与“烟台苹果”相提并论的“莱
阳梨”却连候选品种都未进

入，我对此深感遗憾。或许有
人会说，莱阳梨地域性较为
狭窄，但是，烟台苹果其实也
不就是栖霞苹果吗？烟台大
樱桃其实也不就是福山大樱
桃吗？倘若能把莱阳梨放到
市树或市花的层面上，我想
其对于烟台的代表性更强烈
一些吧。如果实在难以取舍，
同时评选出两种市树或市花
也是不错的选择。北京、盘
锦、咸阳、石河子、贵阳等很
多城市都有两个市树、两个
市花。

离市树、市花评选结果
的出炉还有一段时间，真诚
期待有关部门能够综合考
虑，慎重决定，将最有烟台文
化与地域特色的品种推选出
来，让城市知名度影响力与
市树市花品种的发展互相促
进，互相提升。

有了爱的平台，
爱不再“落单”

于华(海阳市)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牵头组
建的“爱在烟台单身俱乐部”成立的
当天，爱的收获就可谓让人心动，88位
单身男女参加了活动；活动结束，十
多对单身男女主动坐到了一块。

这个“红娘”当得好！如今生活
节奏加快，大家都在忙着干事创
业，特别是年轻人把工作放在第一
位，考虑个人事情的心思用得少，
更何况工作一忙活基本上就没有
多少闲暇时间，等工作稳定事业有
成，才顿然感觉自己“孤家寡人”，
虽然还是“快乐的单身汉”，但昔日
年轻的大闺女小伙子可能变成现
在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成家立
业自然就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所
以说，“爱在烟台单身俱乐部”的成
立，很及时也很有必要，所以年轻
人乐意报名参加，因为在那里“快
乐的单身汉”将会成功地演变成

“幸福的二人转”。
据悉，自该报落户烟台七年，

也成功扮演了七年的“红娘”，先后
举办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相亲会
活动，既有如东炮台、火车站南广
场、阳光100、红星美凯龙等地方举
办的大型相亲会，也有像度上酒
吧、世茂广场等场所举办的旋爱8

分钟等小型相亲会，不论规模大
小，年轻人对爱的渴望，对幸福的
追求，如今已促成了几百对单身男
女的美好姻缘，而且报社还建立了
数千位有关单身男女详细资料的

“对象库”，为单身男女谈情说爱找
对象搭建了一个爱的平台，也让许
多心仪的单身男女找到了幸福的
归宿。

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今“爱在烟
台单身俱乐部”成立了，有了爱的平
台，就有了见面的缘分。还等什么？那
就“落单者”热热闹闹地去寻缘吧，让
爱大大方方地去牵手吧！

新闻：原本乡巴佬鸡蛋口味
特别好，老少皆宜，不少人都喜
欢吃，临沂蒙阴的小郭也在超市
给儿子买了几个乡巴佬鸡蛋，但
拿回家之后孩子却怎么也咬不
动。郭女士也没注意就放在了一
边。过一会儿郭女士想看一看里
面什么东西咬不动时，结果越拽
越长，竟是一只袜子。(法制晚报)

点评：原来母鸡都时尚到穿
丝袜了。

新闻：温州姑娘豆豆，恋上
大自己11岁的江西已婚男。被对
方妻子察觉后，男友做出选择。

“他决定了，我愿意成全……”豆
豆说。一场分手派对，算是男友
与她婚外情的终点。等结束后，
男友将回归家庭，而她也将继续
研究生课程。(新民网)

点评：剪不断，理还乱。

新闻：“双11”期间，浙江永
康市纪委组织了3个正风肃纪检
查组，对公职人员上班时间的网
购行为开展暗查暗访，查处7名
上班购物人员。“对公职人员来
说，上班时间一定要严格遵守工
作纪律，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给
大家提提神、醒醒脑。”一名检查
人员说。(浙江日报)

点评：都是“太闲了”惹的
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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