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名嘴说事

嬉笑怒骂

头条评论搞好基础设施 不再为暴雨担忧

@摸索前进：由于女儿这次考得不怎么理想，我
很不愿意去参加家长会。女儿邻桌和同桌每次都能拿
到奖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成绩那么好，坐在那里也
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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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做事担当责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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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超(芝罘区)

人们在社会上工作和生活
很多时候所表现出的善与恶是
在不经意之间表现出来的，其所
传达的信息很多是本能的折射。

前几年，本人开公司的时
候，曾经前后买过几次办公桌
椅、也搬过几次办公室。第一次
买办公桌，送货的送来了，可是
桌子怎么摆都摆不平，工人就
说：是你的地面不平！结果是桌
子质量有问题。第二次搬了家，
又添购办公桌，工人送来了，桌
子放不平，他们也说地面有问
题。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

人们一般都不能首先找找自己
本身的原因，总是推说是别人的
问题？这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其
实是自我保护、善于推卸、主动
避险的反应。联想到一些事儿，
在发生错误的时候，能有几人会
主动承担、主动道歉？

前几天在汽车总站等公交，
半个小时内43路车过去七八辆，
有的就是脚前脚后鱼贯而入。70

路呢，接近一个点来了一辆，这
个反差就是天壤之别，这是什么
问题？烟台的某些公交难等是老
问题了，问题是没少开市民对话
会。市民每每提出问题，相关部
门总是有理由搪塞，路况不好、

交通拥挤。当然这也是目前社会
的通病；真诚地希望官员多一些
担当、都能响应一下照照镜子洗
洗澡，为民服务，真心为百姓谋
福祉，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不断
改进我们的工作。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时刻记住这句话，我
们也许就会多做善事好事、不做
坏事；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理想，
人类的自私、自辩的本能没有足
够的修养锤炼很难彻底克服，所
以自古以来哲人很少、泛泛之人
比比皆是；这也难怪人们总在笑
话那些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人是很可笑的了。

目前各地发生的儿童问题，
说到底，还是儿童福利问题。我
们的社会对福利相当畏惧，生怕
走上欧洲的社会福利之路，但
是，儿童福利确实是相当紧迫
了，希望社会从儿童的悲剧中学
习国际社会的经验；须知：舍不
得在体制上给儿童多一些，社会
不会有太大的希望。

——— 王振耀(学者)

眉山市委宣传部就该部人
员“下公函要求区教育局照顾干
部子女就学”一事，回应称确有
其事。采用发函的方式确有不
妥，目前已对相关责任人免职。
我说不是不妥，是错误，是十分
严重的错误；不应免职而应撤
职。必须遏制公权私用歪风，必
须把住公权私用关口，否则，国
之乱矣！

———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新闻：“我戒烟已经半年了。
把烟戒掉，把运动拾起来，让健
康代替烟酒，让幸福与你相随。”
沧州市运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严卫说。7月9日上午，沧州市
运河区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暨大气染污综合防治、农村
面貌改造提升专项行动动员大
会。该区多名“烟民干部”通过会
场大屏幕公开承诺戒烟，要从自
身做起。(长城网)

点评：能停一个污染企业，
顶你们吸一辈子的烟。

新闻：7月15日，中国国家队
将在香河基地集结备战东亚四
强赛。对于此前外界传出“足协
只求国足东亚杯不能垫底”的说
法，国足方面有些哭笑不得，并
直言这一说法有些荒唐。另外，
足协领导也将在球队集结后前
往基地为队员讲励志故事做出
征前的动员。(京华时报)

点评：垫不垫底无所谓，反
正进四强了。

新闻：“一个县级国土局竟
然建起12层的办公大楼，实在太
浪费了！”近日，安徽省怀远县一
位网友反映，该县国土局新建了
一座12层的办公大楼，建筑面积
近万平方米，“怀远县国土局新
建大楼存在铺张浪费和超标等
问题”。(人民网)

点评：人民公仆住得那么豪
华，问过人民同意吗？

新闻：从施工队开始在黄龙
县法院院内挖地基开始，相邻家
属院的住户就向住建部门投诉，
住建部门连下2次停工通知书，
可近两个月过去了，在没有施工
许可证的情况下，黄龙县法院的
这栋楼已盖起了一层。(华商报)

点评：指望这样的法院来维
护正义？

@栽树人：如果家长都感
觉失败了，那孩子估计更没信
心了。正确看待名次、分数和
能力，要从家长做起。

@dannyxxh：要多鼓励孩
子，孩子就是小树，我们要不
停地修剪。

@吉祥小虫：平常心对
待，每次考试总有考好的、考
差的。

@粉色球石：作为家长，
你都没摆正心态。请问，你小
时候一直很优秀吗？或者说，
你现在的工作做得很优秀吗？
自己都做不到，要求孩子做
到，怎么这么自私呢？

@牵手缘：不管孩子考得

好与不好都要以平常心对待，
考得分数高低无所谓，只要他
努力了就好。

@益帆心悦：家长会就是
攀比会，孩子考不好还真是叫
家长难堪。什么时候学习成绩
不再成为比较砝码，什么时候
就进步了。

@袖子：不要放弃孩子，
得不得奖状无所谓，关键学习
是中上游就可以，等以后长大
了就知道学了。

@阳光心态：作为家长，
为了孩子的学习你付出和努
力了吗？不要把责任完全归罪
于孩子，应该从自身的言行当
中揣摩孩子的成绩为什么不

如别人，因为孩子是父母的影
子。

@doudou-ysx：要正确对
待孩子的成绩，一味和别人对
比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

@黑桃Q：要看到自己孩
子的长处，何必拿整齐划一的
成绩要求一个个完全不一样
的孩子？

@lty：参加家长会首先
是对自己孩子的尊重，也是
对老师辛勤工作的尊重。成
绩只代表过去，最关键的是
作为家长，我们能帮助孩子
找出努力的方向。成绩只说
明过去。

来源：17路论坛

毛旭松

近一个周来，烟台阴雨连连
下了不少雨，虽然天气凉爽了
些，但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
的日常出行。市区还好些，一些
县级市着实被暴雨好好考验了
一把。莱州道路积水过膝，招远
一辆拖拉机险些被浪头卷走，幸
好救援及时，没有酿成悲剧。

不光是烟台，全国很多地方
在遭遇水患之灾。令人遗憾的
是，水患之灾竟又造成人员伤
亡。河北邢台一辆轿车被困桥下
深水中，车内一家三口溺亡。四
川江油青莲镇盘江大桥被洪水
冲垮，12人失踪人员。真不知道
说什么好，几乎每年暴雨，总会

听到有人溺亡的噩耗。
一场暴雨就能够让城市基础

设施瘫痪，就能够让市民殒命，这
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一场
暴雨冲刷掉城市光鲜的外表，将生
活中和城市管理中，那些千疮百孔
的安全意识和管理措施暴露在了
我们面前。一场暴雨引发水灾造成
人员伤亡，看似是一场天灾，其实
跟人祸脱不了关系。

我们看见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高楼耸立美轮美奂，但看不
见的地表下排水系统却并不那
么完美。有些城市的地下排水系
统甚至还是明清时期建造的。一
场暴雨夺去人的宝贵生命，这种
灾难其实不该在现代都市出现，
可是这人间悲剧实实在在出现

了，这说明一些城市地下排水设
施形同虚设，不堪一击。

在人命面前，再富丽堂皇的高
楼大厦都轻如鸿毛，来一场暴雨就
带走几条人命，当人们还在为大雨
担忧，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们是否在
扪心自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到
位了吗？一场场急雨考验着城市排
水系统，也考验着当政者的良心。

如果把暴雨灾害当成一场考
试，那么参加考试的是政府部门和
每位市民。在与水灾的搏斗中，政
府部门的预警机制和市民的应急
能力都得到考验。每次水灾造成人
员伤亡时，都会反思城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防灾救援能力等。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知道城
市基础设施存在漏洞，就要想办法

把漏洞弥补住。可怕的是，有时候
我们一些部门反思不可谓不深刻，
但忘性也不小，雨季过后本来决定
要解决的问题一拖再拖，陷入好了
伤疤忘了疼的恶性循环中。

烟台每年也会暴风雨雪，但
并没有发生有人殒命的悲剧，这
至少说明烟台在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上工作比较到位。可这并不
是城市建设者们骄傲的理由，须
知保证排水顺畅，避免发生城市
内涝是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

一场暴雨暴露出其他城市中
的漏洞，对咱们烟台的城市建设有
着借鉴意义。身为城市领导者，要
站得高看得远，美丽的城市面貌固
然重要，也别忘了踏踏实实搞好地
下工程，让市民不再为暴雨担忧。

小鱼儿在哭泣
姜喜悦(芝罘区)

在休渔期的这段时间里，我们
仍然能够发现大量的新鲜小鱼出
现在市场上、饭店里。这些鱼儿如
同无助的婴儿，令人怜惜。你可听
到，它们在哭泣？

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的伏
季休渔制度，是为了有效地保护海
洋鱼类资源。而休渔期正是鱼类繁
殖、生长的关键时期。

然而，有些人为了牟取私利，
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冒天下之大
不韪大肆捕捞，疯狂地向大海掠
夺，完全不顾海洋鱼类的生态平
衡，完全不顾子孙后代的长远利
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大
多数有识之士的强烈愤慨。

可别贪快忘了安全

潘晓梅(芝罘区)

同事小赵要买电动车，问我那
车速闯红灯没问题吧？我先笑笑，
稍作沉吟。然后说可别，咱就规规
矩矩地骑，安全第一。集中精力骑
车，脑子千万别溜号。我骑电动车，
我有数。告诉她年纪轻轻要好身
条，就不买踏板的，带脚蹬的电动
自行车可以轻松锻炼，最好。

当初，我买电动车时听到的
“指点”可不像我说的这样。虽不能
怪人家别有用心，反正随意附和，
有点急功近利小家子气。我这天生
冒失鬼，先看中的就是电动车轻
快，可以钻空儿、闯红灯，还能带孩
子。姐妹说这回你不用愁堵车迟到
了，我还美呢！可没过几天，就为抢
道和汽车刮擦两次，伤了脚。

赞职业雷锋刘光建

孙宝庆(芝罘区)

看了关于职业雷锋刘光建的
报道，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他把学习雷锋视为理想，15年
来行走全国各地，边擦鞋边宣传雷
锋的实际行动，难能可贵，令人感
动。

刘光建如此执着地学习雷锋
宣传雷锋，我想就是因为雷锋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是
因为雷锋公而忘私，助人为乐，勇
于奉献……

雷锋精神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特别是有人感
叹世风日下的现在，雷锋精神更需
要弘扬光大。

相信刘光建的烟台之行，将促
进学习雷锋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
助力烟台的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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