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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堵车压力需更完善对策

头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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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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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做春天最美的女人
马上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了，和风送暖，万物复苏，爱美女士
也会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梳妆打扮展
现自己的美，但总会有一些缺憾，皮
肤干燥、过敏，大气粉尘污染、内分
泌紊乱等因素导致满脸的小痘痘，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肌肤松
弛无弹性、黄褐斑等衰老现象的出
现，是无法掩盖的，但有了吉斯姣元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这不前几日一哥们给我打电
话，说要请我吃饭，原来她妻子一到
春天皮肤就干燥，过敏，脸上全是红
痘痘，每年都是如此，一到春天就开
始犯愁，服用了好多产品都没有太
大效果，去年9月份我给他推荐吉斯
姣元蛋白，他妻子开始服用，坚持每
天一瓶，一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不相信会有这么大的效果，两

个月以后就觉得皮肤不干燥了，也
有了弹性，后来坚持喝，皱纹居然还
减少了，最主要是到目前还没有出
现皮肤过敏现象，没想到效果居然
这么好，去年买的快喝完了，说要再
买几盒。

吉斯姣元以深海鱼皮提取的
胶原蛋白肽为主料 ,与果胶融合 ,以

“果舒”果醋为载体 ,富含多种维生
素 ,能有效锁住水分子 ,形成大量的
亲水基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 ,使细小
皱纹得到舒展 ,具有养颜驻容、延缓
衰老的特效。而且口感好，吸收快，
补水快，改善快，还获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

其实吉斯姣 元远不止这些功
效，东西好不好，试试才知道！

发明专利号：201210015355 . 9
吉斯姣元由吉斯集团烟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地 址 ：烟 台 市 牟 平 区 师 范 路

4 2 6号
全国客服热线：
800-860-2211 400-658-2211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http://www.gisbelle.com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

首西山加油站斜对面
电话：6694999
蓁 山 花 园 店 ：帝 景 苑 北 区 西

5 0米
电话：13589759833
四马路店：芝罘区四马路 9 9号

附1号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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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旗舰店：牟平区师范路426

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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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温室里长不成参天大树
鲁从娟(芝罘区)

记得小时候，虽然物
质生活比现在的孩子相差
甚远，可我们却比现在的
孩子健康快乐许多，那些
童 真 童 趣 深 深 刻 在 记 忆
里，记忆犹新。我们一群小
孩子常常爬树、捉迷藏、踢
毽子。即使寒冷的冬天，孩
子们也在雪地里玩雪人打
雪仗，小手小脸冻得通红，
可没有一丝娇贵之气，个
个皮实得很，不像现在的
孩子这么弱不禁风。

拿我来说吧，寒假里，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独自呆
在家中的女儿。这年月，也
没什么田间地头的活儿，
让女儿感受一下“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是何等
滋味，家务活也早已脱离
繁琐，快捷简便。看着女儿
整日窝在家里，除了写作
业就是看电视玩电脑，要
不就睡大觉。因活动量少，
所以饭也不爱吃，整日无
所事事。我隐隐担忧，如此
下去，这些祖国的花朵，将
来怎么能成就大事、担当
重任？

现在一家就这么一个
孩子，当宝贝呵护着，生怕
磕着碰着，更别说锻炼了。
出门有车送，回家有车接，
回家除了写作业，就玩电
脑。做父母的也往往在孩
子 的 成 长 过 程 中 顾 此失
彼，拼命抓孩子的学习，忽
视孩子的锻炼，使得现在

的孩子生活好了，身体健
康反而变得差了。学校也
因追求升学率忽略了孩子
们的身体素质。尤其是到
了高三，很多学校的体育
课几乎是名存实亡了，导
致近几年军训时猝死事件
也常有发生。

温室里长不成参天大
树，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
不经历磨练，又怎么能承
受风雨。一粒种子破土而
出，露出新芽，需经受些风
吹雨打，才能长成参天大
树。同时，学校也不能一味
追求升学率，应当给学生
一定的锻炼时间，提高学
生整体素质。毕竟，有一个
健 康 的 身 体 比什么 都 重
要。

打车软件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
许洁(芝罘区)

春节期间，我回老家探
亲，从别人口中听说了打车
软件，回烟后立马下载使用。
不遂人意的是，每每我上下
班想打车时，因本就是高峰
时段，再加上司机师傅们交
班在即，所以成功次数并不
多。昨天下班是个意外，竟在
上公交车前几秒钟成功被
抢，抢我单的马师傅爱侃能
侃，一路上滔滔不绝。

不管怎么说，打车软件
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
使用，乘客和的哥能根据情
况迅速结对，省去了盲目等
待和满大街空跑的时间，社
会资源被有效地配置和利
用了起来。

据马师傅介绍，用软件
确实是既方便又省油，以同
样的收益为例，使用软件抢
单接客只用掉200多元的油
钱，而以往却要花上300多块
钱，再加上两款软件每天的

抢单补贴，额外的这点小惊
喜、小刺激让的哥们干劲足
了不少。以我个人来说，自
然是举双手支持，作为底层
小市民，别看这点小恩小
惠，有就比没有强，作为无
车的上班族，没钱买车也敢
打车，打车也不再恐表，幸
福指数也有了小小幅地提
高呢！不管怎么样，趁着当
下的好时机，无论是乘客还
是的哥，都好好地享受这皆
大欢喜的小幸福吧。

古村落在漫长的历史变迁
与现代化冲击下，这类村落正处
于急速消失的过程中，但它们是
中华民族决不能丢失、失不再来
的根性的遗产，是蕴藏着我们民
族基因与凝聚力的“最后的家
园”，是五千年文明活态的人文
硕果。为此，传统村落的存亡是
当代中国的文化焦点之一。传统
村落保护已是刻不容缓。传统村
落保护的原则中央是明确的，关
键是政府的作为。

——— 冯骥才(作家)

过年回老家，就听说很多亲
朋，都把钱高息借给了类似担保
公司，根本就不知道钱投到哪里
去了？就当前中国经济、资本市
场、娱乐市场的状况，什么行业
还能负担得起“20%-50%”的年
息？醒醒吧，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建议还在放高息钱的朋友们，多
当心，少贪心！

——— 杨红旭(财经评论员)

义务献血光荣

海音(海阳市)

前几天，单位清理整顿办
公室面积超标的问题，决定我
们的科室搬走跟其他科室合并
办公。我收拾办公桌抽屉里的
东 西 时 ，看 到 两 本 嫣 红 色 的

《无偿献血证》，这是自己这四
年来义务献血发的证。

信手一翻，“献血光荣 无
私奉献”八个大字醒目地映入
眼眶。再仔细看一下，上次献
血的时间是2013年6月14日，是
个星期五，我记忆深刻，那是
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那天
恰巧赶上是世界义务献血日，
那次我义务献血400毫升。几十
天后，烟台中心血站先后发来
两条短信，第一条是说明所献
血液合格，第二条是告知我所
献血液已送至莱州，救助给了
所需血浆的病人。

我算了一下，这个月按理
说我可以再次献血了，因为义
务献血的时间有个规定，那就
是中间应间隔 6个月后才能开
始采血。家里人听说我准备献
血，面露担心和疑虑，因为民间
都说“正月不献血”，当然这里
面不排除关爱的成分。但我自
己多年的献血实际体验来看，
适当的献血是有益于身体的，
也是有科学保障的。献还是不
献，献多还是献少，都是个人的
事。但若干个体才会组成一个
大团体，个人与社会也是一样
的。小溪汇成大河，小爱演绎大
爱。义务的事，那就履行义务
吧，周末我决定去义务献血。

毛旭松

3月1日晚高峰后，芝罘区幸
福路如期封闭施工，尽管封闭时
间选在周末，但人们担忧的幸福
片区堵车的情况还是发生了，3

月2日一早，幸福南路至环海路
一段交通压力巨大。周一起，上
下班高峰期车流量将更多，幸福

片区的交通着实面临着更为严
峻的考验。

由于连接幸福片区与市区的
只有环海路、幸福路、化工路三条
主干道，幸福路立交桥的施工必
然会对来往幸福片区的车辆造成
巨大的交通压力。为应对这种情
况，交警部门提前着手治理幸福
片区支线上违法停车的车辆，提
前打造好社区道路“微循环”，也加
大道路交通管理力度，在重点路
段以及学校周边路段，做好道路
交通疏导、分流工作。

尽管交警部门做了一系列交
通疏导工作，但堵车的状况还是
无法避免。封闭首日即遭遇大面
积堵车，事实告诉我们，对于因立
交桥封闭造成的交通拥堵的难题
还需要进一步破解。要知道，幸福
路立交桥重新通车还需要4个月时
间，如果天天如此，那这难捱的4个
月时间对于幸福片区市民来说实
在是太过漫长了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
展，市区人口持续增长，交通拥
堵成了城市的通病，封闭修路或

者突发事件对城市的潜在威胁
与日俱增，对城市管理部门的应
急能力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
切，其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应
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的效率和
模式。比如，此次幸福路立交桥
封闭造成的堵车情况，即便事前
已经预计到并做了应对之策，但
还是无法从根本解决。

长时间堵车很容易让堵在
路上的市民情绪焦躁，路面上不
乏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和抱怨声，
有市民吐槽，应对措施其实并不

应急。应该说，交警部门已经加
大了对交通的疏导力度，但应对
措施可能对实际情况预计不足，
导致在执行过程中似乎执行得
并不顺畅。

对于市民来讲，吐槽归吐
槽，交通的顺畅与否跟咱们老百
姓自身也有着密切关联。正如交
警部门建议的那样，如果没有特
殊情况，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
行。尽自己一份力，不仅能够避
免因堵车耽误出行，也能够为缓
解交通压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嬉笑怒骂

新闻：苹果iphone5S手机价
值五六千元，一个苹果6800元，
比苹果手机还贵出不少。近期，
南京新街口一超市推出的天价
苹果，吸引了许多市民的眼球，
但近两个月以来无人问津。这家
超市位于南京新街口某商场负
一层，在该超市的生鲜冷藏柜最
上层，放着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
苹果，比普通苹果大出不少。(中
新网)

点评：两个月了，还能吃吗？

新闻：前日，上海公务员考
试成绩分数线公布后，一名安徽
籍考生“逃票哥”迅速成为热点。
这名自曝来沪参加公务员考试
结束后逃票乘车返乡的考生，引
发争议。网友质疑，公务员选拔
应注重德才兼备。认证为闸北公
安分局警察的网友也表示，政府
部门特别是公安系统，不应录取
品行有亏的候选者。(南方都市
报)

点评：得意的时候千万别得
瑟。

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健 )
10kV贾家线是在2002年架设的
一条老线路，部分电线杆老化破
损，加上近年来东江街道驻地用
电负荷剧增，已不能适应当前经
济发展的需求。该工程计划将
10kV贾家线电源由35kV南郊站
迁移至35kV智家站，工程新建
改造线路3 . 1km。

线路改造助力

辖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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