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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希望进社区活动常态化

@双眼皮：如果亚沙会在烟台开发区举办，我想肯定会
改变烟台整座城市的面貌，这就是发展的契机。就像北京举
办奥运会，相信去了北京都会感受到，不只是硬件的，还包括
软件的，会促进市民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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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大型赛事促进烟台发展

向环卫师傅们致敬

□王春红(蓬莱市)

一大清早出门，又赶上环卫
车来收垃圾，感觉那味特冲。进
入夏季，气温骤升，垃圾腐化加
速了。看环卫师傅不顾刺鼻恶
臭，按部就班地操作，我心中生
出由衷敬意。

如今很多人在强调要“现
实”，攀比竞争层出不穷。一些
人恨不得把能利用的关系都
搞成利益关系，以致为蝇头小
利打破头。在这里，我倒想为
环卫工争争待遇。请有关部门
提 供 资 金 支 持 ，提 高 设 备 档
次，增加机械化程度，减轻环
卫工劳动强度。有些垃圾箱出
现箱盖破损等毛病，请及时维
护更新。这样不但利于环卫工
身体健康，同时减少垃圾对周
边环境的污染。

据说只有欠发达地区的人
才肯做环卫工，我则要说：别管
他是哪儿的人，也不论他是否为
生活所迫，能坚持做这样又脏又
累的环卫工作，都是好样的，这
才叫社会的奉献者。在此，我向
一线环卫师傅们致敬！

嘘，公交车里要安静

□潘晓梅(芝罘区)

公交车的挤是出了名的，高
峰时段安全隐患堪忧。但想让市
民搭乘公交对号入座，额满后静
候下一班车出现，几乎是不可能
的。还有一点也要命，那就是公交
车里的吵闹。

要演讲去会场，或者回家找
个广场，怎么着也别在公交车上
淋漓尽致地发挥呀！上下班时
间，大伙心里躁着呢，吵吵闹闹
不得安生更难过。

打电话也让人烦。有时公交
司机带头打，至于乘客那电话打
得能掀了车厢顶盖也不算稀奇。
什么河东狮吼不用点菜，张口就
来。聊大天的大姐大姨，联系业
务的纯爷们嘴上都有功夫。

像我这小姐身子丫鬟命，平
日夜深人静石英钟那小动静都
能叫我睡不着。挤在吵闹不休的
公交里，比晕车还难受。最后实
在挨不下去，我只好买电动车骑
着上下班。

要是公交车里能达到某产
品广告词提到的“静音，静心，静
生活”，那可真成了天堂伞下天
堂车。没了草鸡人的吵杂声，更
没有急刹车刺耳声，那么市民文
明了，城市也就和谐了。

@优+：我感觉烟台因规
划理念、意识、水平跟城市发
展不协调、不持续，导致相对
滞后可以理解。个人感觉，国
际性赛事举办与否，至少在当
下与烟台城市发展的关系不
是很大。

@milei：来烟台七八年了，
都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真的
是不瘟不火。

@拂晓之后：烟台要发
展，必须把各个区联系起来，
统筹规划。

@guopiyi815652：希望每
个生活工作在烟台的人都来
关心烟台的未来，因为这也是

在关心我们自己。
@gxying1984：我倒是喜

欢这种半快不慢的生活节奏。
@hecaoyu：有时候发展

慢不一定是坏事，超快发展可
能对环境等方面会产生不良
影响。

@晓琦会计师：办大型赛
事倒可以，但是传统意义上来
说，但凡有大型赛事，就免不
了会劳民伤财。

@piaolzz：烟台地方大，能
装下人的地方小，烟台没有那
么大吞吐量，到时候交通第一
个瘫痪。

@锦瑟华年：俺就喜欢烟

台这样的生活节奏，不快不
慢，生活压力不大，等来个大
型赛事，保不齐房价上涨。

@老于的生活：国际赛事
与软环境和硬环境有关。烟台
只有提高自身素质，这些才会
成为很好的推动。以现在的实
力来讲，一些展会倒是现实。

@YLC：我觉得不是一个
赛事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是
人的思想。广州亚运会，深圳
大运会，青岛奥帆以此为契机
城市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我都
去了也亲身体验了，那城市人
都有参与的热情。

来源：烟台论坛

□毛旭松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帮办进
社区活动第二站6月23日走进黄
山北社区，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
热烈欢迎。帮办进社区活动举行
数期，效果显著，帮助了几百名居
民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诚如亲身参与帮办进社区活
动的志愿者宋磊所言：活动人气
爆棚，小区居民也非常踊跃地参
与进来，帮办和义工免费耐心解
答，这也坚定了他做慈善的决心。

提到做慈善，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陈光标、李连杰等名人。以为
做慈善是名人的专利，离普通百姓
很遥远。其实不然，名人固然可以
利用社会影响力以及充足的精力

和资金支持，将慈善事业做大做
强，但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慈善也
不一定只能作壁上观。咱们也可以
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更需要
帮助的人们。名人捐助百万元物资
是做慈善，老百姓义务帮忙维修家
电也是做慈善。善心没有大小之
分，更不以金钱来衡量。

都说高楼大厦阻断了人情往
来，一层层防盗门使得邻里间人情
味儿淡了。比起以前，人与人间的
关系确实是有些疏远。可是，我们
也要看到，就在咱们烟台街里街巷
间有不少爱心人士。他们或者在很
低调地做着慈善，抑或是盼望着一
个牵线搭桥的组织来引导他们做
慈善。这几次的帮办进社区活动就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使得不少志愿

者和义工有了更多的平台和机会
实现做慈善的目的。

我国已经开始步入人口老龄
化阶段，像烟台黄山北、奇山等一
些老小区生活着不少老年人，他
们腿脚不方便，帮办进社区活动
对他们来说，真是雨中送伞、雪中
送炭。别看修个电视机、收音机并
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但对于社区
的老年人来说，就是解决了他们
的实际困难。所以说，不少老人盼
望着帮办多到社区走走，老百姓
的烦心事就有地儿说道说道了。

其实，类似于这种帮办进社
区的活动，也有不少是政府部门
组织的，比如常见于文化中心广
场的各种公益活动，像3·15大型
维权宣传活动、关注助残事业等

等。这些大型活动受到市民的热
烈欢迎，文化中心广场上常常是
人山人海，市民参与的热情很高。
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活动
常常只是契合“某某日”的主题，
一年只举办一次还是有些少。

我觉得，大型活动应该搞，如
果再能够俯下身段，走进社区举
办一些小型活动岂不是更锦上添
花？政府部门也可以组织一些进
社区活动，并使这种活动成为一
种常态，这将为社区居民提供最
大的方便。

总而言之，希望帮办进社区
的活动能够越来越精彩，实实在
在地帮助老百姓解决烦心事，从
而使整座城市处于一种温馨和谐
的状态中。

大学宿舍是否应该装空调？天
气炎热，不少关于学生睡露天，要
求装空调的新闻很多。其实大学把
空调当成校园基建一部分，调整一
下开支，比如不要豪华的大门之类
的，应该可以做到的吧。总之不要
分摊到学生头上。

——— 闾丘露薇(主持人)

自己有两个户口、丈夫有三个
户口、公公有十多套房产，山西运
城纪委干部张彦成为著名“房媳”。
日前查明孙家至少15人在当地身
居要职，还有数不清的亲戚担任公
职，他们紧紧围绕在以原运城市财
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孙氏家
族周围。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估
计到场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

——— 丁来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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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在我们这儿，有仙人
掌‘看家护院’……”46户人家的驻
马店盘庄，家家户户的院墙上、田
埂地头，仙人掌生机盎然。村民们
说，因为院墙、田埂上有它护卫，
自1951年以来，村里从没发生过盗
窃事件。“它是我们村的‘警察’和

‘治安员’”。(大河网)

点评：智慧来自民间。

新闻：广州江海区一男子向
女友借钱未果，便上演了一场割
脉跳湖的闹剧。女友报警向民警
求助，民警在湖里搜救8个小时后
才得知男子已悄悄游到湖对面上
岸了。(广州日报)

点评：能不能别这么给男人
丢脸？

新闻：23公里铁路+20公里马
路，这是刘焱华每周从矿上走回
家的路程。因为工资少舍不得坐
车，他每到周末休息，都会步行7个
多小时的路程，回家里种庄稼、照
顾妻儿，这一走就走了20余年。(重
庆晨报)

点评：20年的坚持，体现了一
个男人对家的承诺和责任。

新闻：江西4A景区仙女湖周
边别墅林立，更有4700亩高尔夫球
场。53幢别墅，每平米均价1万元左
右。令人惊讶的是，高尔夫和别墅
却是以体育公园的名义报批的。
被征地居民称，当时征地价格非
常低，以为公园建成后方便休闲
锻炼，没想到是建别墅和高尔夫。
(每日经济新闻)

点评：只管签字，不管审核，
这样的部门还需要吗？

新闻：“山西省十大文化符
号”评选由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希
望通过评选传播三晋文化，让代
表五千年文明的山西符号展现于
世人面前。活动3月15日启动，目前
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太原市长耿
彦波，第二位是由太原晋祠博物
馆报送的晋祠。(瞭望东方周刊)

点评：太原市长是哪个单位
报送的？

如此“温馨”要不得
□丁明良(芝罘区)

火车站对面有个工商银行，
那里有两个自助提款机，可是只
有一个能用。另一个贴着一张白
纸，写着“机器故障，停止使用”。
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要
知道，那张白纸，至少在去年就
贴上了。也就是说，那个提款机，
至少已经“故障”了半年多。是多
大的故障半年都修不好？半年时
间，就算是重新安装一个新的也
够用了吧。可是，它依旧“故障”
着，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不
能修还是不愿意修，是不值得修

还是不屑于修，或者是银行觉得
修不修都无关紧要？

半年时间，在我的记忆中，
那张写着“机器故障，停止使用”
的A4纸都已经因损坏泛黄而换
过两三次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
时间给它换纸，难道没时间给领
导反映一下，领导进进出出难道
视而不见？更可笑的是，那张白
纸上除了写着“机器故障，停止
使用”这八个大字外还有四个小
字“温馨提示”。我不禁要笑了，
半年都没修好一个普通的提款
机，这种无视用户利益，无视用
户方便的行为，如何谈得上“温

馨”二字？
提款机的使用本来就是为

了方便用户，减少用户不必要的
等待，这么大一家银行只有两个
提款机本来就不多，而一个又坏
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禁要问，难
道修个机器真的这么难？还是领
导根本不重视这些细枝末节的
小事？或者干脆就是行事作风拖
拉，一拖再拖，反正无关他们的
政绩和工资，坏就坏吧。

戏作打油诗一首：银行很多
金，提示很温馨。坏了提款机，领
导不关心。故障半年多，无人敢
去说。纸换千百遍，机器仍蹉跎。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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