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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布逛荡河水质，接受百姓监督

你愿放弃大学去技校吗？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都叫我新新：看新闻说一个女孩放弃了上大学
的机会，去殡仪馆做了司仪。说实话，我倒是很看好女
孩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她的选择。如果重新选择，我
倒想去职业技术学院好好学门技术，有一技之长说不
定比现在赚钱多呢！

毛旭松

11月3日，莱山逛荡河里出现
大批死鱼，许多周边市民前来捞
鱼，一捞就是一桶，许多鱼都浮在
水面非常容易抓。污染从何而来？
大多数市民都认为可能跟上游企
业排水有关。

去年9月、11月逛荡河就多次
出现过大面积死鱼现象。从当时
的报道来看，最终似乎也没有权

威部门的权威说法。有市民猜测
有人在水里下药，有市民说企业
污水直排入河，但不管是什么原
因，人们的共识是大面积死鱼跟
逛荡河水质差脱不了干系。

上个月底，话题版曾刊登《逛
荡河公园附近需要治理了》，作者
细数逛荡河的脏乱差，“多处污水
直排入河，杂草丛生，死树、枯树、
垃圾、树叶遍地，破烂不堪，河道
常年没有清理，淤泥、杂草连片，
散发阵阵恶臭，水体浑浊不堪，快
成臭水沟了。”刚过一个周，逛荡
河上就漂起了大批死鱼，很多人
在打捞死鱼，却纷纷表示不会食

用，大批死鱼万一流入海鲜市场
出售，市民的健康谁来保证？

3 . 3亿元打造的逛荡河绿带公
园前几年刚刚落成，按照当时规
划，项目改造完善后，逛荡河绿带
公园里的水质可以达到有鱼、有
水草，可嬉水的效果。两年后再来
看，是有鱼，但鱼大面积死亡；是
有水，但河水散发出臭味，显然现
实跟规划相去甚远，这又该谁来
负责？

逛荡河死鱼事件，实在应该
视为一个警示的信号。作为环保
部门应当尽快介入调查，找到大
面积死鱼的原因，追究相关企业

和人员的责任，并消除由此造成
的潜在危害。要想营造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既需要广大企业能
够不折不扣地过好“环保关”，更
需要监管体系忠于职守、认真负
责。

介入调查仅仅是第一步，现
在老百姓对于大面积死鱼的现象
议论纷纷，死鱼最终是否会流入
海鲜市场，逛荡河水质是否达标，
老百姓饮用水是否受到影响等
等。想要平息各种揣测，环保部门
要尽早拿出权威的调查报告，并
加快采取措施，解决大面积死鱼
问题。

一些流域内污染旧账未还
清，又频添污染新账。出现大面积
死鱼的不止逛荡河一条河流，烟
台母亲河夹河也曾出现过大片死
鱼甚至死猪。水是生命之源，老百
姓期待身边河流能够少些污染，
多些清澈，这是对生存环境最基
本的诉求，就跟期待清新的空气
一样，毫不过分。

如果说相关部门连老百姓这
种简单的诉求都无法给予权威的
解释实在说不过去。请先公布逛
荡河水质，在公开化的信息面前，
每一个有心的市民都可以做监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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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新闻：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名结束，有“奶奶大学
生”之称的65岁的仝正国赶上了报
名的“末班车”。初中毕业38年重返
高中，3年苦读、3度高考，60岁终圆
大学梦。2012年取得经济学学士学
位后，她又两次考研但都遗憾落
榜，现在她正准备第三次考研。(武
汉晨报)

点评：只要有理想，何时都不
晚。

新闻：一条“商贩下跪城管执
法人员边笑边拍”的微博在网上热
传。微博图片显示，一名卖烤红薯
的妇女跪在地上，一旁的城管执法
人员不仅对此无动于衷，还面带微
笑地进行拍摄，发生在唐山街头的
这一幕令人感愤。(人民网)

点评：笑容中透出冷漠。

新闻：“亲，今天你在微信晒蓝
天了吗？”京城一周4天雾霾围城，4

日北风吹散，终于露出了蓝天，露
出了城市本该有的模样。据环境监
测中心提供的数据，PM2 . 5从200

微克/立方米重度污染级别，一下
下降到13微克/立方米，艳阳高照，
碧空如洗，市民都纷纷跑到户外观
赏金秋北京。(北京晚报)

点评：最自然的蓝天都成了久
违的幸福，我们该感谢谁？

新闻：绝大部分大一新生一入
学就知道英语四级证书与拿学位
密不可分，这也是大家努力学英语
考级的动力之一。但事实上，教育
部从未将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授
予联系在一起。今年7月，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书面答复全国人大代表
有关建议时重申：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和教育部并未制定学士学位授
予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的办法。
(中国青年报)

点评：被吓唬了好多年……

媒体披露，公安部破获特大制
售假人血白蛋白、狂犬疫苗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17名。他们已售出假
人血白蛋白8000余瓶，假狂犬疫苗
10800支。这些人就是顾炎武所说的
“率兽食人”。制造假冒狂犬疫苗与
谋杀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一旦感染
狂犬病毒而注射假冒疫苗，患者百
分之百都会死亡。

——— 方流芳(教授)

当你看惯了5寸的大屏幕，再
让你看一个4寸的小屏幕，它就是
土豪金，你也不会想买。所以，有些
可穿戴设备看起来是机遇，但对于
中国公司来说实际上是陷阱，它会
让你花很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消
费者不会为它买单。所以，中国企
业做可穿戴设备，首先要问自己，
你到底解决了用户的什么问题？

——— 周鸿祎(企业家)

@喜欢悠闲：如今的大学已是大众
化教育，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都已不是社
会精英。上大学不应该是为了找个好工
作，而应以提高个人素养为目的上大学。
人之贫富贵贱，与学历无关，但上大学能
提高素质，比不上大学者视野开阔，知识
面宽，且大学教育能使人更上一层楼。

@thissmyname：北大的研究生卖猪
肉没听说过吗？如果你觉得读了大学回
来做农民工很自豪，那就上吧！

@喜欢悠闲：好好学习，知识绝对有
用。后悔上大学的，其实应后悔没有好好
学习。

@筱雅爱烟台：上大学是一种长期
投资，其效益不是单单从工资上体现出
来的，我不后悔上大学。

@出租会议室教室：不管什么样的
大学，都是半个社会，大多数人没利用好
而已。

@指挥：你以为上了技校就能学什
么一技之长吗？上什么学都需要进了社
会以后继续学习。

@TBE卡猪：作为一个技校毕业的学
生，如今年收入30万左右的我来说，最大
的遗憾就是没有去上大学。在大学里虽
然有可能学不到什么知识，但是对于充
实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很有用的。

来源：烟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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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龙口市)

近日，笔者了解到，第四
届全国道德模范刁娜不断受
邀走进中小学校，向中小学
生讲述其见义勇为的感人事
迹并鼓励同学们行好事、做
好人。据学校师生反映，刁娜
走进校园与学生们共话道
德，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我们都是从校园时代走
过来的，我们都体会过老师
整天在耳边吹道德风，讲文
明、懂礼貌、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听得耳朵都起茧子
了，效果却不甚理想。对于心
智并没有完全发展成熟的中
小学生来说，道德一词太过

宽广和空泛，没有一个明确
的榜样指引，道德之于学生
也只不过是学校的纲常礼教
罢了。

有些学校很明智，刁娜的
见义勇为事迹得到了全国上
下的肯定，自然而然她就成为
了道德的形象代言人，把刁娜
邀请到学校给学生们做一场
生动鲜活的事迹报告，也就是
让道德之甘霖滋润学生们幼
小纯真的心灵，润物而掷地有
声。学生们更容易接受这样的
事迹，也更容易让道德的力量
停驻心间，比起老师整天苦口
婆心地讲道德，这样是再好不
过了。

当然，刁娜在事迹报告过

程中也以自己作为“反面教
材”，不断地给同学们强调生
命的可贵，自身安全的重要。
她向同学们讲解了遇到类似
情况应该如何安全施救，在保
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救人才
是聪明又勇敢的做法。

比起单调乏味的教科书
式教育，这样鲜活的人物案
例、全国公认的道德模范走
近身边，亲口讲述自己的好
人好事，既真实又生动，孩子
们更愿意接受这样充分的道
德教育，也更容易在榜样的
指引下，从小做起，从心灵深
处自发自愿地践行道德精
神，一步一步成为有道德的
人。

刁娜进校园是将德教具象化

我有话说

去部门办事

遭遇“脸难看”

姜喜悦(芝罘区)

今天上午去某单位一窗口办事，
该窗口的工作人员明显在打私人电
话，她说“上个周末去哪玩了”、“在哪
购物打折”等，我在旁边足足听了好
几分钟。

终于等到她挂断了电话，我
赶紧把税控 I C卡递过去，她竟然
问我办什么业务。这个窗口赫然
写着“纳税申报”，我还能干什么
呢？再说了，她连自己的岗位职责
都忘记了吗？我说“报税”。她插了
卡，说了一句“某表有误”。我小心
翼翼地问了句：“哪个表有误？问
题在哪里？”她没好气地说：“自己
回去看吧！”

我离单位那么远，再说我怎
么向经理交待呢？多亏我打电话
告诉了同事，人家在单位帮我处
理好了。

当我再把卡递给她时，她插
了卡看了看，然后扔给我，一句话
也没说。我依然小心谨慎地问道：

“领导，办好了吗？”她“嗯”了一
声，很不耐烦的样子。这就是典型
的“脸难看”！

我心里想，她是不是今天心情不
好呢？心情不好也不应该影响工作
吧？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别的窗口工
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

从医院停车难看医疗资源配置

刘学光(莱山区)

前天上午，驾车载一位
亲属到医院就诊，找了半个
小时也没有找到一处停车场
所，所有的停车场都是车满
为患。最后，无可奈何，明知
把车停在路边是违法停车，
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停在了
那，因为实在是无处可停，还
是看病着急，病痛大于一切！

当急急忙忙排队、挂
号、等待，一番忙碌，时间已
将中午，等待就诊的患者仍
然是熙攘往来、络绎不绝，

可谓“人满为患”，只好待下
午2点上班。也不知为何，医
院上班的时间这样晚，让患
者和陪伴者急不可耐，心烦
意乱，都想尽快看上医生，
一解病痛。

从上叙的停车难到就诊
慢，让人不得不对就医资源
的配置提出质疑，为什么这
么多年我们就医的硬环境还
是一如既往，没有改变？

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医疗
资源的配置，改变这种长期
以来一花独秀、人满为患的
医疗环境，让优质的医疗环

境逐渐增加，不断培育壮大，
让人们就医不再烦恼，停车
不再困难，这样不但能解决
就医慢、停车难，还能缓解拥
挤的交通堵塞，何乐而不为
呢？

只要想方设法解决问
题，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任何事情就不会停滞不前，
一成不变的旧模式就会被打
破，惠民利民的好办法、好政
策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
现，广大市民获得的实惠就
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就
会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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