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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建筑能算作城市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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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毛旭松

近日，不少市民会发现南大
街大钟楼上已经被绿色的安全
网围了起来，7日记者现场探访
获悉，大钟楼已经开始拆除，预
计一个月后全部拆除完毕，将来
这里将建国际金融区（本报10月
8日C08版报道）。

提起大钟楼，我想很多老烟

台肯定有话要说，每天大钟楼的
整点报时声已经融入了日常的
生活中。大钟楼开始拆除、文化
宫也湮没在高楼大厦间不再显
眼，当年烟台的老地标建筑被更
加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建筑所取
代。如今的新火车站、文化中心
广场、世茂海湾1号可以说是城
市新地标的代表。

地标建筑是识别城市最直
接的标识，比如广州的“小蛮
腰”、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济
南泉城广场的泉标等都具有极
强的可辨识性。随着城市发展的

日新月异，烟台地标性建筑也是
几易其主。那么怎样的建筑才能
算作是地标性建筑呢？

首先，地标性建筑要满足
大众审美。这些年出现了很多
的雷人建筑，比如苏州的“东方
之门”被调侃为“低腰秋裤楼”，
沈阳的方圆大厦实际就是个铜
钱造型。本来想独树一帜的建
筑因造型难为民众所接受，反
而成了被调侃揶揄的对象。所
谓地标是为城市增加魅力的，
以出位博眼球的建筑显然并不
适合做城市地标。

其次，地标性建筑要符合城
市特有的品质。城市品质说起来
很抽象实际上市民是有感受的，
这种品质是对当地风土民情的
高度概括。就以烟台山灯塔为
例，可以说跟烟台依山傍海的城
市品质相得益彰。烟台开埠以
来，灯塔虽然几经改建，但始终
作为烟台的标志而不变。那些饱
受争议的建筑无法成为地标在
于它们没有很好地诠释城市品
质，如同无根之萍，只有被揶揄
的份儿。

再次，地标性建筑要符合城

市长远的规划，跟城市的整体建
筑风格相匹配。很多人以为城市
地标就是最高楼，可如果仅仅是
为了最高而最高是没有什么实
际意义的，高度是很容易被超越
的，盲目攀高难以真正成为城市
地标。

最后，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
地标性建筑，在城市新规划时不
妨手下留情，如果还能够发挥其
价值的话，可以在合适的位置予
以保留。毕竟曾经是城市的重要
组成部分，饱含着很多老市民怀
旧的记忆。

其实我还挺怕应试作文的，
因为这本来就违反了写作的本
性，文学写作是需要发乎心声
的。我的女儿今年正在念高二，
因此近些年对高考的作文一直
颇为关注，但我不敢指导她写作
文。

——— 鲁敏（作家）

据报道，截至9月25日，全国
共清理清退“吃空饷”者162629

人。10余万“白吃大军”，公开示
丑，但及时有力地究责，却一直
鲜闻。如此之下，哪个白吃白喝
的主儿，会有一丝怕意。说不定
风头一过，这些吃空饷的“食
客”，又会叫嚷：“我胡汉三又回
来啦！”

——— 周明华（媒体人）

新闻：近些年，雾霾天时有
发生，PM2 . 5更是备受大家关
注。口罩成了很多人对抗雾霾天
的主要“武器”。不过，戴着口罩
毕竟不美观，还闷气。宁波诺丁
汉大学一博士团队发明了一款
隐形的、可净化吸入空气的粉尘
过滤鼻塞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钱江晚报）
点评：好钢用在了刀背上。

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生物
学家日前称，几乎无所不吃（包
括同类）的美洲牛蛙蔓延成灾，
正沿西北部蒙大拿州境内的黄
石河顺流而下，对土生蛙类构成
威胁。就如何应对牛蛙，广大中
国网友纷纷献策：有干锅、泡椒、
蒜烧、酱爆等多种方法。（新华
网）

点评：吃货技术哪国强？中
国吃货帮你忙。

新闻：燕郊东方御景小区，
物业雇请的保安以暴力阻挠业
主维权。业主组队练咏春拳，请
来八卦掌师傅教推手，以壮声
势。最终保安队长因打人被拘，
业主也成立业委会，从武术维权
开始转向法制维权。（新京报）

点评：这个点评还是让金庸
先生来吧。

新闻：湖南永州双牌县纪委
发布9月30日双牌县“车震门”调
查结果，称当事人何晓明曾任泷
泊驾校校长，当日其与妻子开车
到即将拆除的驾校，两人触景生
情，刚要亲热就被人拍了照片。
官方认为这并非道德败坏问题，
但对何晓明夫妇不分场合亲热
予以批评教育。（新京报）

点评：领导官员中的模范丈
夫。

算算完完国国庆庆花花销销，，我我惊惊呆呆了了

我来抛砖

@思维在线ing：从烟台开车到
济南老家，光油钱我都不敢算。

@wt158：假期就是用来消费
的。

@水晶婉：算什么呢？不过节
也是天天花钱呀！只是过节有时间
了，钱花得集中了，怎么不说过节
真好，能去那么多地方。

@老沉：我和老公3、4、5日去了
台儿庄和微山湖，自驾油钱加吃喝
住门票大约3000元。

@掌柜的0216：现在放假都不
敢出门，出门旅游的话，门票、住宿
还有油费这些都不是小数目。还不
算上吃饭、买其他物品的价钱，所
以放假还是老实在家待着的好。

@房网买买：在家吃了7天方便
面，才花了50大洋。

@无缘无故：俩红包1000元，全
家旅游2600元，亲戚串门买东西200

元、油钱300元。哎妈呀，不算不知
道，一算这个月要啃馒头撑到月底
了。

@不吃鱼的猫猫：看看你们算
完就哭，我是花完就忘，都已经花
了还算它干吗？

来源：烟台论坛

漫画：贺妍妍

@人小小鬼大：国庆假期，感觉过得很充实。
晚饭后，突然瞥见了茶几上的钱包瘦了好多。心血
来潮，大概算了下这七天的收支情况，结果让我惊
呆了。

注意舌尖上的文明
于华（海阳市）

最近跟朋友闲聊时，朋友谈
了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
咱们胶东人说话挺“粗犷”的。刚
开始我没听出他的话外之音，想
当然地认为咱们这个地方的人
都个性粗犷，比如说话调门高；
为人很热情，来了亲戚朋友就好
酒好菜地招待，特别是酒风很粗
犷，不把来客喝大喝高了，那就
显不出主人热情洋溢的个性来。
朋友听了，摇摇头说他的意思是
咱们说话有时候很不注意文明

素质，要么粗话连篇，要么脏字
随口而出。

仔细一想，确实如此。有时
候在一些公共场合，经常能听见
有人把“你彪啊”、“二杆”、“脑有
水”之类骂人的土话挂在嘴边，
更有甚者，把表达个人好恶的词
汇与下半身的生殖器官紧密结
合起来，那些“粗犷”、“生猛”的
词组，虽然在影视作品里常说常
听，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文明雅
致的氛围里，一旦听到某些成年
人用那些粗俗不堪的单词来交
流时，你简直就有五雷轰顶的感

觉，你得赶紧把身边孩子的耳朵
捂住，担心污染了孩子幼小无邪
的心灵。

可能有人对所谓“粗犷”的
话不在意，觉着无所谓，甚至自
己早就习以为常了。只要你的文
明素质不健康，“粗犷”的脏话就
会随着口气逸散开来，就会在你
的体内生存下来，生根发芽，无
形当中很轻易地就把你侵蚀成
一个文明素质低下的人。

不干不净地吃，可能会得
病，会拉肚子腹泻几天，但只要
吃吃药打打针，可能就会治愈，

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不干不净地
说，大庭广众之下粗话连篇，脏
话连篇，自己以为是“粗犷”得
很，在公众眼里却是粗俗得很，
就是素质低下的粗人。粗话猛于
虎也，因为它轻易地说出口，就
很容易伤人感情，造成隔阂，有
人可能会因此一辈子都改变不
了对你的恶评印象，那就麻烦
了。

那么怎样能体现出一个人
的文明素养？判断标准有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好
好说话，文明用语。

我有话说

杜绝酒驾靠法律更要靠自律

赵传勇（福山区）

如果要问人们最痛恨何种
交通违法行为？我想大多数人会
说是酒驾，的确，酒驾的危害尽
人皆知，但酒驾行为却屡禁不
止，被查后还找出五花八门的理
由，《以为交警过节不上班，所以
酒后就上路了》，这是10月8日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C06版的一
则报道，理由让人可气又可笑，
细细想来，存有此种侥幸心理的
司机肯定不在少数，交警又不可
能全天24小时地排查每一辆车，
所以更多的时候还要靠广大司

机的自觉自律。
过节期间喝酒在所难免，值

得警惕的是要避免酒驾，一句
话：喝酒可以，酒驾不可以。交规
摆在那儿不止是个摆设，也别拿
有没有交警在路上执勤说事，此
次事件中的“酒司机”认为交警
过节放假了，就把“酒后不开车”
的常识抛之脑后实属不该。退一
步说即使交警放假了，但交规却

“立”在那儿，况且假期是别人
的，但安全是自己的，安全岂是
儿戏？如果连自身的安危都不放
在心上，那别人的安危又将放置
何处？

法律对于酒驾的惩处，是
建立在交警查实的前提下，换
句话说：如果喝酒了，酒后也
开 车 了 ，但 碰 巧 没 有 遇 上 交
警，也没出事故，那么就不会
受到法律的处罚。这是一大漏
洞，致使少数驾驶员成了“漏
网之鱼”，尝到“甜头”后可能
下次还故伎重演。有道是事不
过三，这部分人不妨谨记：这
次没事，并不代表下次，一旦
被交警查实，得不偿失，潜在
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酒后开车能有什么好处？想
了半天却都是危害：为了自身的

安危要远离酒驾；为了他人的安
危更要对酒驾说不；家人的幸福
不允许酒驾；道路安全应避免酒
驾；行业行规里排斥酒驾；法律
条文里禁止酒驾。酒驾有这么多
的危害，但凡一个有着基本职业
素养的司机还有什么理由酒驾
呢？

一个好的合格的驾驶员
不仅要驾驶技术过关，在依法
安全文明行车上更要不含糊，
这也是一个驾驶员应有的职
业素养，这种素养的养成离不
开法律的监管，但更多的时候
靠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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