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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文化之力，展现城市新面貌

话话题题

为满足城乡居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烟台市委市政府采取
多项措施，下大气力抓好
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国家统计局烟
台调查队统计数据显示 :
2014年，烟台城市居民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
支出1949元，比上年增加
147元，同比增长8 . 2%。教
育文化娱乐成为消费新热
点，展现城市发展新风貌。

继新华社新华网报
道《李冬：“孤岛”樟木的
一段传奇》后，5日早央
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
再以《李冬：在“震区孤
岛”的五天五夜》关注其
在聂拉木县樟木镇抗震
一线，不畏生死，无私奉
献，果敢担当的事迹。烟
台援藏干部李冬的事迹
让人敬佩，为在抗震一
线英勇无私奉献的英雄
点赞！

市民素养提高了

城市才会更文明
下期话题

今日

中小学生应该学家政课。在爱
尔兰，高中生可以从数十种科目中
挑选7门左右考试，然后选6门分数
最高的参加录取竞争。其中有一门
很实用的家政课程，包括营养学、
国家房产政策、社会保险知识、失
业问题、废品处理方法、烧烤技巧、
缝补修理等家庭生活可能遇到的
一切问题。学习这些比上大学更重
要。

——— 朱永新（教育学者）

名嘴说事

我有话说

毛旭松

烟台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年年攀高，折
射出百姓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也
进一步证明了烟台连续蝉联文明
城市有着广泛而扎实的群众基
础。文明城市离不开文化的积淀，
文化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各方面的
努力。

文娱事业的发展是政府部
门积极打造文化设施建设的结
果。很少有城市能够像烟台这
样，将市区最繁华的地带用以建

设文化娱乐设施。寸土寸金的城
市中心能有这么宽阔的文化中
心广场以及各类文化娱乐场馆，
体现出市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
视程度之高。以文化中心为载体
辐射城市四周，海边有美博、画
院、体育公园等文娱场馆，各街
道各小区配备完善的娱乐健身
设施。为了让市民能够在家门口
看到国内外高档次剧目的演出，
政府掏腰包补贴票价，市民能够
以较低的价格欣赏高档的文艺
演出。

文娱事业的发展是市场竞

争环境下各商家看好烟台的结
果。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
追求的是最大利益，各大剧院陆
续落户烟台，国内外影城也相继
扎堆港城，试图在城市文化娱乐
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分得一
杯羹。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吸引了商家入驻烟台，同样商家
提供的文娱产品也丰富了市民
的口味，供需之间相辅相成，共
同促进烟台文化娱乐产业蓬勃
发展。

文娱事业的发展是市民对于
精神层面提出更高要求的结果。

根据马斯洛理论，需求分为多个
层次，当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对
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
要多了起来。进剧院欣赏高水平
话剧，到群艺馆、美博看看书画
展，去书店翻翻书放松身心，市民
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如
果市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
政府部门的建设、文娱企业的经
营恐怕难以取得成效。

文化具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
渗透力，经过多年的精心建设，烟
台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不知
不觉中也影响着市民的生活。

赵传勇

物质生活的提高并非全
部，精神家园的建设任重而道
远。物质生活水平再高，充其量
只是民众富裕程度的体现，而
精神生活的提升，却可以展现
一座城市的丰富内涵和整体文
明素养。

市民愿意在教育文化娱乐
方面加大投入，最直接的受益
者是本人，有利于个人文化内
涵的升华和良好文化生活习惯
的培养。再就是市民文化素养
提升了，城市更具魅力；讲文明
的人越来越多，文明城市称号
更加实至名归。

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
支出比重加大，亦离不开市政

府的积极正确引导，离不开相
关部门继续加大在市民精神生
活家园建设方面的投入。有政
府的支持，市民更愿意投入，而
且有地方投入，整座城市的精
神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一座热
情好客，文明有礼的新城无疑
会更吸引人。

近年来，文明城市称号屡屡
花落港城，我想与全体市民和政
府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与市民
整体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市民
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投入没
有白费，市政府的鼓励和实质性
举措也得到了丰厚回报。

“文明城市是我家，文明城
市靠大家”，绝非一句口号，市
民和政府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这句话。

我来抛砖

@与君对酌：最近有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失眠、反
应迟钝或时常提不起精神吗？如果不幸中招，你可能已
经患上季节性懒惰症候群，俗称“五月病”了。医生建议：
多晒太阳多运动，利用饮食、听音乐等方式放松心情。

@苏苏苏思雨：这跟月份也
有关系么？可是我每个月都这样
啊？

@远在火星：根据对身边小
伙伴多年观察，这个病应该改名
叫做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病。

@微生易初V：一个月总有
那么三十几天不想上班。

@脆如纸：这是有宅属性才
可能患上的吧？

@健康教育：5月阳光明媚，
温度适宜，周末不要窝在家里当
宅男宅女了，户外看看花，踏踏
青，让身心都动起来。

@小兑儿的静静：春困秋乏
夏打盹，全年都是病。

@猫小Tian：每年的五月份
和九月份都是在熬着过日子，心
情容易低落郁闷，脾气也容易暴
躁，做事没劲没心。

文明城市离不开文化的积淀

新闻：近日网友曝料，一位女
老师在带学生出游时，身后有一背
书包男生为其打伞。新民晚报新民
网调查，该老师确认为上海宝山一
学校老师，撑伞学生称是自愿为老
师打伞，目前详细情况正在调查
中。（新民网）

点评：学生自愿，老师就欣然
接受？

新闻：长沙某食品厂被曝出生
产的绿豆饼、肉松饼等均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不仅生产环境极差，原
料也以次充好，绿豆饼中甚至根本
没有绿豆。该厂负责人表示：“绿豆
饼仅仅是个名称，要是生产老婆
饼，总不能拿个老婆来做吧？”（人
民网）

点评：月饼里确实没有月亮。

新闻：昨晚广州下起暴雨 ,奥
林匹克中心羽毛球馆的塑料棚上
盖出现坍塌,造成正在场内运动的
群众被困。据称该羽毛球馆是“空
气支承膜结构,内部无梁无柱,防火
为难燃B级,抗风能力达到8级,可使
用30年”。（新快报）

点评：老天就是质检员。

嬉笑怒骂

你你患患上上““五五月月病病””了了吗吗？？

市区交通拥堵关键得加强疏导和严管
刘平

去年以来，烟台市区交通
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
上下班高峰、学校幼儿园周边，
往往一堵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作为车辆驾乘人员，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造成拥堵的原因有
很多，有城市规划、道路建设、
人居密度等客观原因，也有交
通疏导不力、监管不到位等方
面主观原因。

作为一名驾乘人员，长时
间以来一直发现有以下几个问
题完全可以通过监管的方式解

决，从而有效提高许多路段通
行速度：一是私家车、公交车乱
插队问题。山海路往红旗路左
拐的车道，每次都有多辆公交
车占着直行车道不走，等着插
队左拐，造成直行车长时间拥
堵；胜利南路往环山路右拐车
道，每次有若干的私家车占用
右侧自行车道等着插队到直行
右拐车道，造成后面大量右拐
车辆拥堵。以上问题建议交警
部门增加流动巡查，严查严管
插队车辆，特别是公交车，代表
的是政府形象，影响的是政府
信誉。

二是部分路段红绿灯调
控不合理。山海南路与港城
大街交叉路口，山海南路自
南向北直行时间过短，随着
动车南站开通，直行通行车
辆很多，红绿灯过短，往往 5

个红绿灯左右才能通过；南
迎祥路到山海路直行、红旗
路左拐时间过短，造成车辆
压车严重，特别是左拐车道
较多，造成长时间拥堵；轸大
路设置红绿灯过多，个别路
段红绿灯之间不到300米，此
类问题建议交警部门加强一
线红绿灯控制调研，减少外

界负面议论和评价。
三是南大街公交车行车问

题。南大街公交专用道启用后，
私家车很少占用，反过来公交
车也要自觉，按次序在公交专
用道行车，不能占用私家车跑
道，否则专用道就无意义了，影
响交通主干道交通。以上问题
只是造成交通拥堵的很小的主
观原因，完全可以通过人为控
制措施进行疏导和监管。从市
区行车秩序看，直接影响烟台
的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形
象，建议交警部门尽快督促整
改。

漫画：李艳梅

建设与保护并举

展现厚重文化氛围

刘岩

近年来，烟台市政府在提
高百姓的文化生活水平，改善
文化生活条件上做出了积极的
努力，烟台的文化氛围逐渐浓
厚，给美丽的烟台增添了文化
气息。

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文化
场馆的建设拔地而起，成为了
文化烟台的地标，然而，那些展
现烟台历史尤其是烟台近代史
的建筑群却依然没有被充分地
保护和利用，成了文化烟台美
丽面容上的一道伤疤。整修这
些近代历史的见证，是挖掘烟
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珍视
我们自身的历史，才能让我们
的烟台文化氛围更加厚重。

开埠文化是烟台文化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朝阳街区域是
集中展现这段近代史的建筑
群。然而，如今漫步朝阳街却是
另一番景象。那些精美的木质
纹饰已经斑驳、皲裂，建筑内被
住户及租住户改造得面目全
非，任意的搭建和拆装，让室内
的格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那
些屋顶瓦片在任意地掉落……
最为严重的是，这里存在安全
隐患。

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些建
筑群是唯一的，是不可复制的。
这是我们烟台最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也许随着研究的加深，
这里有更多的秘密会石破天
惊。所以，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迫
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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