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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人E语

三块大玻璃变成“冰花”

@徐可顺：4月30日早晨坐公交车
时，发现兴福佳苑南门公交站牌及两块
橱窗广告玻璃被砸了，三块大玻璃全部
变成了“冰花”，站名及广告内容变得模
糊不清。我刚开始还以为玻璃上洒水了，
可是用手一摸，差点儿把手划破。仔细辨
认一下，被砸的痕迹很明显。周围候车的
人看到这些玻璃被损坏，都觉得很可惜，
指责这种不文明行为。个人也觉得，如果
自个对公交公司有意见，或是遇到不顺
心的事，或者其他一些可能的情况，都不
应该损坏玻璃发泄，这样既影响了行人
看站名指示牌，又影响了城市整体形象，
特别是如今省城面临创卫的大考。希望
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公交公司也
赶紧把玻璃换了。

采花黑手多，花街怎么办

@林毅：近日，省城玉函路、舜耕路
等路段，蔷薇、月季竞相开放，成为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尤其玉函路从最南端到
省体育中心，五颜六色的蔷薇和月季遥
相呼应，简直成了一条花街。漫步在这一
路段，香气扑鼻，心情舒畅，真像在花海
里徜徉，整条街上都弥漫着醉人的花香，
惹得路人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影。笔者
也发现有的市民在赏花的同时，把喜欢
的花采下来，拿回家独自欣赏。这些蔷
薇、月季是随着玉函路改造时栽种的，长
到现在也有四五年的时间了。随意折枝
摘花的行为不仅对花卉造成破坏，也凸
显了一些人缺乏应有的素质。这样的行
为不仅破坏了美景，也让别的赏花市民
心情打了折扣。在此希望大家赏花莫折
花，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沿途的美景，让我
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温馨、舒适。

中年人刷老年卡咋不脸红

@郭亚平：笔者是公交驾驶员，近期
在运行中发现有些中年乘客借用老年卡
乘公交车，被查获后还不以为然，其中有
一位只有50岁左右的中年女子面对笔者
的质疑竟说道：“我会保养，长得少相。”老
年人、残疾人等免费卡是社会对特殊群体
的一种福利待遇，体现的是一种关爱，但如
果随意乱借、乱用，那就是无视规则的严肃
性，是对这种关爱和福利的亵渎，有悖社会
公平。贪图小便宜而且心安理得，说明有些
人的价值理念出现了问题，导致的后果则
会让你失去许多更加宝贵的东西。

广场博览会占了锻炼地儿

@白水：从“五一”前，位于笔者家门
口附近的洪楼广场上，就出现了钢架结
构支撑起来的两个偌大的帆布房子，把
广场几乎堵了个严严实实，原来去山大
老校洪家楼校区锻炼可从广场直接穿
过，现在不得不绕个大圈子。绕路倒还好
说，最郁闷的恐怕要数那些在广场上跳
舞的人了。近段时间从广场旁路过时已
听不到他们的音乐声了，就是偶尔听到
一点，打眼一看，他们已被挤到了广场的
犄角旮旯儿处，看上去很是“可怜”。在广
场举办名优商品博览会方便群众购物，
本无可厚非，但在活动场地本就少得可
怜的情况下，这样的博览会还一办就是
大半个月，让锻炼的人们心有不悦，希望
相关部门在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能想想积极锻炼的居民们。

葛泉眼

““开开后后门门””让让人人买买路路尴尴尬尬了了谁谁
□雪樱

过去的“五一假期”，笔者
的几位朋友结伴来济南游玩，
听他们说，去逛芙蓉街，人多
得根本挤不进去。见芙蓉街
旁打出“1分钟直通芙蓉街”
的 牌 子 ，跟 着 走 过 去 才 知
道，买店家的高价矿泉水方
可抄近道进街。朋友一脸郁
闷地说：“有游客的地方便
有商机，不是对店家借此赚
钱生气，而是觉得慕名来到
芙蓉街，没有想象中有序，城
市管理部门应提前做好客流
预警，这是起码的。”

3日，齐鲁晚报也报道，因
芙蓉街泉城路被设置成调流
出口，芙蓉街出口处游客异常

拥堵，不少人不顾泉城路往来
车辆随意穿行，导致泉城路大
堵车。而因进入芙蓉街绕行路
程较远，有商家甚至“开后门”
让游客花钱买路。芙蓉街是省
城的文化招牌，假期人满为患
应是预想到的。连芙蓉街上做
生意的人都说，过节期间的人
流是平时好几倍，营业额跟着
翻倍，之前经历的小长假也采
取过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单向
分流的举措，可是收效甚微。
进一步说，无法满足拥入游客
的需求、交通秩序混乱，使得
泉城路也大堵车，影响整个交
通网络的循环运行，这样不仅
有碍于城市形象，也存在安全
隐患。

个别店家瞅准商机大赚

“绕行钱”，板子不应只打在店
家身上。如果建有完善的游客
分流预案，如果假期之前做好
临时交通分流预警预案，如
果联合各部门在假期期间
安 排 人 力 ，分 时 段 进 行 疏
导，那么，店家“开后门”收
费，还能收得起来吗？可以
说 ，个 别 店 家 大 赚“ 带 路
钱”，照出了城市管理的滞
后和漏洞，以及执政理念的
懒惰。脸红的不只是市民，
还有相关部门管理者，若是
连起码的交通秩序都保障不
了，何谈城市旅游业大发展？
换句话说，城市管理不要光盯
着“天下第一泉”等高大上的
旅游项目，不要光凭借大肆宣
传赢得外地游客的青睐，更应

重视游客的迫切诉求，着眼于
解决像芙蓉街等处的秩序交
通等问题，推出科学、贴心、人
性化的举措，让游客在细节上
感受城市的人文温暖，这样，
他们离开后才会对这里念念
不忘。

一座城市的文明不是体
现在有多少高楼、景区有多么
好上，而是体现在城市管理的
人性化上，让人走到哪里都感
到井然有序、有家的温暖。假
期期间，芙蓉街人满为患实属
正常，愿相关部门以此为契
机，提前完善客流引导预案，
不断总结经验，细化城市管
理。希望下一个小长假，芙蓉
街不再以有店家“开后门”收
费上头条。

葛海言门

别别让让景景区区外外马马路路市市场场成成了了““两两不不管管””
□耿仝

2日，齐鲁晚报B05版报道，
大明湖西南门西侧的非机动车
道成了“马路市场”。

其实，大明湖西南门广场
西侧，占用马路副道摆摊的情
况可谓常年存在。这些占道的
多为烤面筋、铁板鱿鱼、炸臭豆
腐等污染严重的摊点，行人不
仅要小心避让迸溅的热油，还
要忍受扑面而来的油烟。占道
摊点在周末更多，逢假日则俨
如集市，拥堵难行，非机动车及
行人要从机动车道绕行。受其

影响的不仅是行人、非机动车，
大明湖的游客疏散也受到影
响。大明湖西南门广场有两个
入口，主入口在南侧，通往大明
湖路，辅助入口在西侧，与跨护
城河的斜桥相通。每逢周末，西
侧入口总是堵塞，游客无法通
行。满地随意丢弃的竹签、包装
纸盒、塑料袋等垃圾，更破坏了
大明湖景区的整体形象。这种
情况在马路对面，趵北路与铜
元局前街相通的二虹桥附近同
样存在，平时被鱼贩及烧烤摊
点占据，行人必须绕路通行。

不仅大明湖景区周围如

此，据笔者观察，趵突泉景区附
近的泺源桥人行道、五龙潭船
闸北侧虹桥人行道都有类似情
况存在。满地黑乎乎的污渍及
呛人的油烟，严重影响了行人
通行，破坏了天下第一泉景区
的形象，更给游人疏散造成不
便。景区外占道经营为何这样
严重？究其原因，趵突泉以北的
西护城河段是历下区与天桥区
的行政分界线。摊贩全套家伙
什儿都安置在改装过的电动车
上，历下区驱赶摊贩，推车走两
步到天桥区继续摆，等执法人
员走后继续回到原处经营。这

种让执法人员干瞪眼的游击战
术，使得跨西护城河的几座桥
梁附近，成为了长期两不管的
真空地带。

于此，笔者呼吁相关区的
城市管理部门，能够对大明湖、
五龙潭、趵突泉景区周围进行
经常性的联合执法，杜绝这种
管理失效。由此扩展开，天下第
一泉景区面积较广，若所涉各
区、各部门能联动起来，针对第
一泉景区周边进行跨区、跨部门
的大力度细化管理，并形成长效
机制，那必会让天下第一泉这
个5A级风景区更加美艳动人。

高高压压问问责责才才能能减减少少施施工工““不不慎慎””
□徐剑锋

5月2日晚，省城泺口南路
附近突然涌起一处两米高的

“喷泉”，使得周边道路水流成
河。随后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
场抢修，并确认是一条直径约
100毫米的自来水管损坏。因
事发前有人曾在此挖掘施工，
市民怀疑是挖掘机惹的祸。(5

月4日《齐鲁晚报》)

挖破水管已是司空见惯，
不仅会呈现“水漫金山”的

“壮观”景象，还给居民的生
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一起起

突 发 的“ 意 外 ”事 故 ，将 施
工、管理中的“短板”暴露无
遗，这恐怕不是搬出“不慎”
等几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能
说得过去的。

必须指出的是，城市地下
自来水、通讯、燃气等管网纵
横交错、多而繁杂，由于大多
是各自为政式的施工，缺乏科
学统一的布局图、相互兼容的

“作战图”，无形中徒增了“开
膛破肚”的“挖断率”。对施工
单位来讲，只有摸清了地下管
线的分布和走向，并加强与其
他管线单位的沟通，才能避免

“这边搞建设，那边搞破坏”的
尴尬，这是工程施工最起码的
要求，也是施工单位必须做到
的。

透过频频发生的挖破水
管事件，几乎都能发现野蛮施
工的影子。施工单位之所以敢
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是监
管缺位、问责缺力。在这样的
语境下，即便发生责任事故也
只是走走过场、轻描淡写地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
得不到“高压”问责、高额处
罚，施工单位的野蛮作风怎能
被及时制止？

挖破水管不是小事，要杜
绝此类事故的发生，必须找准
症结、打准板子。笔者认为，当
务之急，一方面要完善地下管
线建设体系，在明晰分布详图
的基础上严格开挖施工的审
批，并将文明施工纳入全过程
监督中；另一方面要建立完整
的问责机制，对因野蛮施工造
成管线破坏的严肃追偿、严厉
追责，并建立“黑名单”预警、
施工资格证吊销等制度，让其
在付出高额代价中循规蹈矩。
毕竟，城市和居民都经不起太
多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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