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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雾霾，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上班路上，时间和金钱成本是多少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lws008：因为上班的距离比较远(23 . 5公
里),上班也早，早上坐早班公交车时间都来不
及，开车的话费用太高，时间也长，不堵车也要
25-30分钟。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在话题版发出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我有话说》栏栏目欢迎您

的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想谈谈看法，《一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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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也要讲究点

您的善意，让寒冬暖意融融

任平生

前些天的霾和8日的大雾，不
仅严重影响交通出行，雾霾中的
PM2 . 5更是最新的健康杀手。血
液系统、呼吸系统都可能因为雾
霾天气受到巨大损害，雾霾到来
会引起高速封路、满城口罩、人民
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雾霾锁城给公众出行造成

许多困扰，比如行车安全是否
有保障，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
响有多大等。具体到生活当中，
就是我这趟车能不能跑，室外
活动应不应该取消等十分现实
的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离不
开职能部门的信息通报，最常
见的办法是通过广播电视把情
况告诉给市民。

接连不断的雾霾天气，让
越来越多的公众置身于“雾里
看花”的阴沉烟雾之中，承受着
难以承受的“生存之痛”：呼吸
不顺，出行不畅，心情不佳……

必须看到，烟台市各级部门已
经启动和正在实施强有力的应
急预案，尽最大能力将雾霾对
人们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是值得肯定的。

面对雾霾，我们谁也不能独
善其身，这中间固然有气候的原
因，但罪魁祸首恐是污染排放。减
少雾霾的发生，我们不能听天由
命，寄希望于一场大风来“救急”、
一次雨雪来缓解，当务之急既要
落实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真正
保障好公众的知情权、健康权；更
要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治理怪圈，加快形成“同呼吸、共
责任”的联防联控机制。

面对汹涌而来的雾霾，除了
媒体进行深度报道，提升公众的
灾害预防和担当意识，政府部门
一定要有刻不容缓、登高望远的
灾害担当意识，将雾霾灾害和极
寒、高温等一样，也当成一种重大
环境灾害、公共灾难来看待。努力
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
能、增加灰霾治理投入，比如可以
通过财政奖励，鼓励污染企业及
早转型，再比如通过经济重罚，对
污染企业和个人行为立法重罚。

多建公共绿地，少一些钢筋水泥，
坚决遏制住这种扩大和恶化态
势。

因此，要将雾霾担当提升到
毋庸置疑的公共灾难高度，在食
品安全已经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
当下，不妨将雾霾治理也纳入地
方政府考核，敦促各级政府提升
灰霾治理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
出台相关法律。给雾霾治理列出
一个时间表，通过这种时间表、倒
计时，提升环保的立竿见影的效
应和政府环保责任，让业已造成
伤害的雾霾，早日得到消除。

中国大学这种什么都管，包
括教职工的吃喝拉撒、生老病
死，当校长或系主任的，你都得
挂在心上，这很有人情味，却浪
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乃
前一时代的遗留物。随着教授招
聘的国际化，以及学校与教授间
双向选择的可能性大增，有钱或
著名的大学确实有更多的自主
权与自由度，这对提高办学质量
是有好处的。

——— 陈平原(教授)

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
来维持增长，就像抓着老虎的尾
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抓着老
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
是跟着老虎跑，累死了；另外一
种是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
吃了。今年 6月份可能是放开老
虎的尾巴，差点被吃掉了，大家
知道出现“钱荒”，接着赶快又抓
着老虎的尾巴，但这没有办法持
续。

——— 张维迎(经济学者)

新闻：指着中央领导照片让
孩子叫“姥爷”，自称曾在中央巡
视组办大案要案，只有高中文化
的杨耀泽竟然骗倒了香港卫视
的 4位高层。杨耀泽为了骗取对
方信任，带着他们到河北、内蒙
古等地“考察”，均得到当地政府
官员的接待。杨耀泽因诈骗罪、
招摇撞骗罪，获刑20年。(法制晚
报)

点评：官场现形记。

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霾橙
色预警：安徽大部、山东西部和
南部、河南东部、北京中南部、天
津等地大部地区有中度霾；江
苏、上海、浙江北部、安徽东部、
河北中南部等地有重度霾。提醒
大家做适当防护，呼吸道疾病患
者尽量避免外出，外出时可带上
口罩。(央视)

点评：雾霾天气让人有种一
边走一边加载地图的感觉。

新闻：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
发布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通
知。通知要求，严禁未经批准随
意开会，严禁随意违规超标准开
会，严禁到风景名胜区开会，严
禁动用财政性经费举办校庆等
礼仪庆典活动。(新华网)

点评：应该尽量开电视电话
会议，既节钱又环保还省时间。

新闻：7日下午4点钟左右，一
名男子从徐州金鹰彭城广场店
七楼坠下身亡。现场一片狼藉，
柜台被砸烂。根据周围群众的描
述，该男子系跳楼自杀。原因竟
是男子对象因要购物，男子嫌
贵，故发生争执，男子一气之下
跳楼。(新华网)

点评：再贵也没有命贵啊！

鲁从娟(芝罘区)

前几天那个寒冷的下午，
因为路上堵车，所以下班回家
已是华灯初上。急匆匆在小区
超市里买了棵大白菜，打算回
家炖粉条，这样还能省事一些。
把菜切好下了锅，才猛然想起
大白菜好像没付钱。连忙停下
手中的活儿，仔细一想，因当时
天色太晚，心中着急回家做饭，
服务员把这棵白菜称好后贴
上标贴，我就拎着急匆匆走了。
一棵大白菜虽不过是三元六
角而已，可那不是人做的事啊，

因自己一时疏忽，竟然从超市
大门大摇大摆拿着大白菜回
家了。

再也顾不得做饭了，关掉
煤气阀，一溜小跑奔向了超市。
此时超市里已经没有多少顾
客了。我连忙奔上收银台，把钱
递给那位售货员大哥，并一个
劲解释说，刚才走得太急，忘了
给大白菜的钱。那大哥笑了笑
说：“刚才我看见了你拎着大白
菜急匆匆走了，我刚想提醒你
一下，可转念一想，如果我大声
吆喝着把你叫回来，你的脸上
肯定挂不住，再说了，让别的顾

客看见了，会产生误解的。”
简单的几句话，把我说得

几乎落泪，为了顾及我的脸面，
人家宁可损失自己的利益。此
情此景，真让我有些无地自容。
我一个劲说着谢谢，那位大哥
只是淡淡一笑，“大家都一个小
区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谁也不会故意为了一棵大白
菜而不付钱，再说了，一棵白菜
也值不了几个钱。”

出了超市，走在回家的路
上，虽然已是冬季，凛冽的寒风
呼呼地刮着，但心里仍然感到
暖意融融。

宋秀芬(芝罘区)

《今日烟台》话题版刊登一
篇读者来信“提醒房客租房要
讲道德”，我认为在理。我烟漂
族也，正好换个角度，再说道下
房东。来烟多年，搬家15次，啥房
东都见识了。捞干的说，好房东
没少遇到，暂且不论，单说不讲
究的房东。

先说斤斤计较。由于消费
观念差异，有些房东特别是某
些年长的房东，看不惯年轻的
房客用洗衣机洗衣，厅堂不关
灯，有房东还看不惯房客用电
热毯、小太阳取暖，洗澡勤了也

遭警告。
再有讹人招数多。有房东

歧视房客，瞧不起人。平日尚可
对付，若听说房客要退房，就变
着法找事。墙上钉两支钉子也
成罪过，晒衣绳断了重新接也
是毛病……有一回正要搬家，
房东冤我老公说把电源线路改
了，上来动粗，亏了亲友人多帮
忙拉开。

还有防火防灾意识差。有
的房东往外租房，院里室内存
放许多东西，其中不乏易燃物
品，而用于消防的灭火器之类
不见踪影。在幸福南路边那家
院子洼，年年有水患，房东根本

无心治理。明说：“俺不管闲事，
只管收房租！”而且啥钱都收：
代收房客的水电费都翻倍加
价。

最狠的是房租随意涨价。
住西郊时，房东给出房租涨价
理由很时尚：与时俱进。同事老
陈实在，房东说涨房租他就照
办，也没要个收据啥的。过后房
东找到公司说老陈嫌贵不交房
租，一无凭二无据，您说这叫什
么事？

文明房客招人待见，文明
房东即烟漂族的良师益友。大
家都客客气气，人间仙境烟台
要有多美就有多美！

@乾乾：距离25公里，出行工具：早步行+班
车，晚班车+公交，费用：早上0元，晚上1元，时
间：单程50分钟左右。

@骑士精神：距离16公里，早晚自驾，早晨
堵车45分钟，晚上不堵约30分钟，费用一天来
回约35元左右。

@乱试佳人：距离2公里，出行工具：视心情
而定，费用：走路0元，坐车2元，时间：单程走路
20分钟，坐车3站地5分钟。

@没脾气：距离不到12公里，早晚自驾，来
回总时间大约1小时多点，费用不到20块钱。

@逗你玩8：距离28公里，出行工具：公交车
+班车费用来回2元；自驾车油费大约30元，时
间：坐公交车+班车，早6点15出门 ,7点45到厂，
自驾车早45分钟，晚1小时左右。

@二师兄说的对：距离4公里，出行工具：自
驾，时间：单程步行40分钟，驾车15分钟。

@流浪的小鱼儿：单程22公里，冬天自驾，
早上上班约1小时，晚上30分钟，费用25元左右；
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各需要40分钟，费用0元
(公司有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

@wolfwinner：距离1 . 8公里，交通工具：视
天气而定，费用：步行0元，时间20分钟，电动车
10分钟，4天一充电，一次一度电5毛5。

@ysc1732001：距离12公里，早晚自驾，早
上堵车40分钟，晚上30分钟，费用15块钱左右。

@俊俊妈妈：走路上班，两站车的距离，只
不过是住亲戚的房子，自己家要倒两班车，暂
时不考虑回去住了。

@惊声尖叫蚂蚱：来回30公里，油钱35元，
车辆按照8年来折旧，每天145元，保险55元，保
养、轮胎、玻璃水等等折旧45元，违法罚款10

元，合计290元，上一天班还赔钱呢！
来源：烟台论坛

一家之言我有话说

给环卫工一份尊重

肖永红(芝罘区)

3日下午，在幸福九村居民小区前，
来了一车本地大白菜，外面那层老叶
子都被剥了去，很快就攒了一堆。晚上
散步经过，那一堆白菜叶子晃眼地丢
弃在那里。而在白菜叶子不过两三米
处，就有一排垃圾箱。卖菜的是开着汽
车过来的，眼见有一女三男，收拾这些
叶子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不容易，我是
农民的后代，买菜基本都买农村自己
自产自销的，我不敢也不愿意让城里
人说俺们素质低下。可是，是不是应该
想到，明天早晨，那些同样更不容易的
环卫工无形之中工作量又加大了？钱
拿到手了，是不是把垃圾也清理了？

海滨印谱灯烂漫

游人辨识篆山酣
鹿子梅(芝罘区)

夜行滨海北路，过月亮湾，发现依
山的印谱灯。这下可开眼了，一方方篆
刻都放大好多倍，朱红颜色，山影海涛，
别有情趣。有一对相拥的年轻人正在
路边驻足指指点点：业精于勤、天道酬
勤、宁静致远、精气神、政通人和、江山
如画、锦绣山河。我和他们差不多，也辨
认不了几帧，可感觉得到这些硕大朱
红印章辉映出的中华文化风采。

目睹月亮湾印谱灯火烂漫，古朴
雅致中又不失现代时尚，颇耐人品味。
最炫民族风，点靓港城夜。这样的景色
让游人流连又多了一个理由，而这样
的理由再多些，烟台将变得更加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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