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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释放正能量的人

孙宝庆(芝罘区)

当下，正能量一词在报刊
上使用的频率很高，在人们的
言谈中也有所耳闻，事例更是
随处可见。周日下午，我坐7路
公交，车到文化路站点上来 4

位老人，顿时有 3位年轻人不
约而同地让座。诚然，这类事
件比起见义勇为托举坠楼者，
挺身而出勇救溺水儿童显得
平常。然而，表现正能量不论
是大是小，都是社会中不可缺
少的因素。何况，小事成就大
事，涓滴汇聚成溪。

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应
该积极释放正能量，发出光和
热，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为烟
台添彩，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
份力量。

社会是一个整体，人与人
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在
释放正能量，奉献社会关爱他
人时，其他人也会向我们献出
爱心。而这正能量互相影响传
播带来的感动和凝聚力恰似
春风化雨。

愿大家都做释放正能量的
烟台好市民。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采购中央
空调机组表冷器、滤网等，电
梯维保。

二、竞争谈判内容：中央
空调机组表冷器、滤网等竞
价，电梯维保竞价。

三、接洽处：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1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
138号。
2、接洽时间：2 0 1 3年 8月 1 0

日—2013年8月12日。
联系电话：0535-2965373。

四、竞争性谈判文件每
套售价200元，售后不退。申
请文件交纳截止时间8月12

日15：00。
五、谈判方式：公开竞争

性谈判。
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郝迪婧

正值暑假，烟台又“飞来”很
多小候鸟，对于“小候鸟”们来
说，暑假期间能有大块时间和父
母团聚，是他们平常上学时最大
的期待。然而，等到放了假、见了
面，为了使其免于伤害，为了挣
钱养家，父母又不得不牺牲陪伴
他们的时间，将其困于家的“牢
笼”。“牢笼”之内，固然安全了不
少，快乐却无从谈起，必要的亲
情滋养补偿也会大打折扣，换来
的不过是孩子的失望和渴望逃
离。

因此，为了让“小候鸟”快乐
住下幸福离开，做父母的一定要
有“开牢笼”的意识，必须认识到

“开牢笼”才能“飞金雀”，安全只

是最低保证，孩子需要的也不仅
仅是物质的供给，亲情的滋养更
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需品，在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多
陪陪孩子，带孩子多领略一下城
市的风貌，逛逛公园、动物园等，
比“为孩子挣钱”更重要。

但是，仅靠父母的“开笼”意
识和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关
键在于全社会动员起来，为这些
父母提供条件，让他们有“开笼”
的十足底气。

其一，相关部门应优化和落
实带薪休假制度，增加员工尤其
是已婚生子员工带薪休假的天
数和报销额度，降低他们回家探
亲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经济
成本，对执行制度较好的企业实
行税收优惠，提高其积极性。

其二，企业应创造条件为外
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开设暑期托
管班，可以聘请大学生或在职教
师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培
养他们的兴趣，也可以请企业负
责人简单介绍企业的相关情况、
介绍孩子们父母的日常工作情
况，引导他们多理解父母外出打
工的不易，多支持父母的工作，
平时要好好学习并时刻注意自
我保护。如此一来，既树立了企
业的良好形象，对外宣传了企
业，也减少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做到了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变
相获得了经济利益。

其三，社区可以对辖区内的
“小候鸟”进行专门统计，组织辖
区的热心退休教师、医生等有针
对性地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

供无偿服务，同时免费开放社区
图书馆等，并为孩子们提供必要
的阅读指导、开设相关讲座，丰
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其四，工会、妇联等可以联
合媒体、慈善机构、公益组织、志
愿者等，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
会大力营造关爱“小候鸟”的良
好氛围，为“小候鸟”们募集专项
公益基金，向其免费开放少年
宫、文化活动中心等，为他们开
办专门的夏令营、“放心班”，给
他们一个平安、快乐有收获的暑
假。

一言以蔽之，“如何让‘小候
鸟’快乐住下幸福离开”不单单
是“候鸟家庭”的命题，更是全社
会的重要命题，需要外来务工人
员和全社会共同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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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话题

在英国狗咬人犬主要承担
刑事责任，最高刑期是2年。最
近，英国正在举行听证会，拟将
狗咬人犬主最高刑期调至终身
监禁。如通过，将在2014年春天
生效。呼吁中国也像酒驾入刑那
样将狗咬人犬主入刑。

——— 郑渊洁(作家)

告诉孩子什么是重要的：1、
旅行比上课重要；2、主见比顺从
重要；3、兴趣比成绩重要；4、良知
比对错重要；5、幸福比完美重要；
6、信仰比崇拜重要；7、成长比赢
输重要；8、察己比律人重要。

——— 崔永元（主持人）

去CCTV做节目，有专家认
为现在网络上戾气太重，要管
制、治理。我不太赞成这种观点，
以前一些腐败现象没有暴露出
来，现在暴露了就好好去整治，
不能讳疾忌医。这应该是网络的
功劳。网络是大社会，谣言并不
是主流。

——— 潘石屹（企业家）

新闻：广西巴马瑶族自治
县，国家贫困县，世界第五大长
寿乡。许多肿瘤患者，朝圣般集
聚于此，甚至有人在山上如狗般
爬行，认为能从地气中汲取能
量，有人喝尿治疗……其实，当
地没人这样做。一位百岁老人
说，长寿秘诀就是：生活简单，没
有奢望。（解放日报）

点评：长寿之乡没有生命奇
迹。

新闻：网友问：阆中商品
房产权都才40年，是否意味着
现在当一次房奴，40年后还要
当一次房奴？四川阆中市国土
资源局的官方网站神回复：40

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
世界，不要考虑太长远了……

（环球时报）
点评：四十年太久，只争朝

夕。

新闻：10日下午5点左右，哈
尔滨道里区一名20多岁女子从5

楼跳楼轻生，坠下瞬间，4楼一名
男子及时将她抓住，自己也被带
得险些坠楼，所幸随即又来一名
男子将两人拽住，阻止了惨剧发
生。（黑龙江晨报）

点评：中国好邻居，中国正
能量，赞一个！

新闻：“去死”“见鬼”等满嘴
脏话频频出现在广州梁女士6岁
儿子口中。“问他向谁学的，他竟
然说跟《熊出没》里的‘光头强’
学的。”梁女士看了一集动画片，
没想到仅十多分钟，就出现21句
此类脏话。另外，还有家长对动
画片里光头强滥用枪支表示不
满。（羊城晚报）

点评：用成年的方式弱智
化，就成了孩子的动漫。

牟洪涛(芝罘区)

齐鲁晚报近日报道了孩子
“扎堆”生病，市卫生局展开抽
检调查，结果抽检的三家幼儿
园中，有两家存在问题。

很显然，幼儿园的消毒记
录能“穿越”20天，尚未做的工
作却有了工作记录，这严重违
背了职业道德。问题的存在，到
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监管问题？
是人员素质问题还是管理问
题？是个别问题还是较为普遍
问题？确实值得相关部门好好
反思。

查了三家，就查出这么多
问题。那么其他幼儿园，特别是
小型私立幼儿园，还有广大农

村的幼儿园情况又会是如何
呢？这不得不让人提出疑问，也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切。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
人类发展的未来。为幼儿的健
康成长提供优良的环境和安全
保障，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
幼儿园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幼儿园的消毒工作和疾病
防控是安全的重要防线，幼儿
工作管理者要有如履薄冰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防患于未然，切
实保障幼儿的健康成长。幼儿
保健责任重大，努力做好消毒
工作，让幼儿安全成长，才能给
社会和家长一个满意的答复。

近期连续的高温阴雨，天
气闷热，空气湿度大，是细菌滋

生的温床，肠道传染病和食物
中毒开始进入高发期。为有效
防止食品感染，保障幼儿的饮
食卫生安全，加强对幼儿园的
卫生消毒安全防控工作应该引
起足够的重视。

真切希望工作部门，认真
规范消毒卫生的规程，为日常
消毒卫生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建立长效的、全面的卫生消毒、
疾病防控机制。也希望监管部
门卫生安全检查工作主动化和
常态化，及早发现和消除有可
能导致疾病传染和食物中毒发
生的各种隐患。把幼儿置于我
们的保护下，让孩子们健康地
度过幼儿期，为家长们减轻后
顾之忧。

@whkd8：男人天气热光
膀子倒正常。但商场都有中央
空调，够凉快的，不怕着凉呀？
再说确实不雅观，你要是在自
己家里光着膀子倒无所谓。

@我的十七路论坛：赤膊
逛商场，有所不雅。

@喜雨apple：公共场合总
得注意点吧，要给孩子树立好
榜样啊！

@小天使wang：在香港衣
帽不整都不准进入商场，文明

是要讲的。
@网友：在外面还是得适

当注意点，国外有些人在炎热
的夏季，也是穿戴很整齐。

@中国跳跳龙：公共场合
要多替大家想想，光顾自己的
感受，不是高素质的表现！

@小雨明：形象还是形
象，能光膀子则无形无相。舍
得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
找个肚兜带上，扯下几片树叶
遮上，那不仅无人闲说，甚至

夸你时尚。
@8514984：市里振华从没

见到，福山振华倒是见到两次。
@黑夜烈火：现在生活好

了，素质也高了，看什么也不
顺眼了。国民整体素质提高那
叫真正地提高，敢问大家素质
真的都很高吗？

@黄中通理：膀爷们，恳
请您别给爷们丢脸，伤不起
啊！

来源：17路论坛

我来抛砖

@喜雨apple：这几天烟台特别热，确实有些让人受不了
了。但热归热，有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点。昨晚去振华逛商场，
里面开着空调，还比较凉快，但看见俩男士光着膀子，在商
场里溜达，看着真不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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