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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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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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空气质量改善排名要理性看待

毛旭松

19日 ,烟台市环保局发布了
上半月各区空气质量主要污染
物现状及改善情况 ,市区空气质
量总体呈向好态势。其中福山区
上半月空气质量改善排名首位 ,

气质最好(本报10月20日C05版报
道)。

自从国庆假期过后，雾霾

天气卷土重来，首都北京首当
其冲。不论是备受关注的南美
双雄足球赛，还是两万人参与
的马拉松比赛，都是在严重的
雾霾天中举行。全国各地网友
的各色吐槽使得雾霾天成为全
民焦点。即便烟台的蓝天白云
仍旧值得称道，但市民对于空
气质量还是有所担心。从环保
局 公 布 的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数 据
看，福山区空气质量改善最好，
芝罘区排名垫底。

从最近几个月环保局公布

的排名看，改善程度第一名的区
走马灯地换，而芝罘区却似乎总
是在末位徘徊。乍一看还以为福
山的空气质量好过芝罘区，实际
这里要厘清两个截然不同的概
念——— 空气质量排名和空气质
量改善排名。两者虽然都是各区
之间的排名，但本质上来讲，空
气质量改善排名更多偏向于纵
向比较，而空气质量排名更偏向
于横向比较。所以，不能以福山
空气质量改善最好就推断出福
山区的空气质量比芝罘区的空

气质量好。
现如今，各个城市更倾向

于空气质量改善排名。强化纵
向排名、弱化横向排名是有科
学依据的，各个区市因所处位
置、三大产业比重、人口数量等
不同，导致很多地方的空气质
量有着先天优势。如果以空气
质量排名论，有些区就是在治
理空气上毫无作为也会排在前
列。这也就难怪前不久邢台扯
起横幅大大庆祝了一番，终于
摘掉了全国空气质量倒数第一

的帽子。
对待空气质量改善排名的

榜单同样需要理性看待，排名的
目的不是说让倒数的区丢人现
眼，需要以鼓励改善排名前列
的区，淡化处理排名末席的区
为原则。当然，改善排名是进步
值得赞赏，但也没必要引以为
傲，从现实的空气质量改善上
讲，各个区都还没有优秀到可以
让人喝彩的地步。各个区都能够
有进步，烟台的空气质量才会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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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北北漂漂回回到到烟烟台台不不习习惯惯

我来抛砖

@打起精神：在北京闯荡了3年，曾经雄心勃
勃地决心要干出一番天地，但最终还是跟现实妥
协。回到烟台之后，慢节奏无追求的生活让我窒
息。今天知道明天做什么的活法，仿佛让我看到了
年迈的样子。

自作聪明只能是自讨苦吃

我有话说

赵传勇(福山区)

众所周知，套牌违规，套证
犯法，但自作聪明的李某却两样
俱全，最终栽在了自己的小聪明
上(本报10月20日C04版报道)。我
不由想起了一句话：聪明反被聪
明误。

经常能看到类似报道：有的
驾驶员蒙蔽车牌号用以躲避监
控的拍摄；有的使用小手段篡改
车牌上的数字让交警找不到车
主，还有的图省事用假证甚至无
证驾驶。这些都违反了道路安全

法，所以被查后无一例外地受到
严重处罚。再说这些上不了台面
的小伎俩充其量只能蒙混一时，
迟早有露出马脚的一天，本想图
省事，结果却更麻烦，

谁不想拥有一个安全文明和
谐的道路环境？靠的是每位驾驶员
的自觉自律；靠广大交警的恪尽职
守；靠广大行人的文明意识；靠非
机动车主的相互礼让……有时一
个人的文明行为可以带动更多的
人，遵守交通法规的人多了，道路
安全环境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道路上的车流和人流组成了

我们的道路环境，而相对于车流，
人流是弱势群体，所以广大机动
车主承担了大部分的道路安全责
任。这就要求行驶在道路上的每
一辆车都是符合法定标准的，每
一位驾驶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司
机。此次报道中的李某却可以说
是无牌无证，本身就对道路安全
造成了潜在的危险，是一大安全
隐患，李某还光明正大“招摇过
市”，最终没能逃脱交警的法眼。
没能享受到自驾游不说，还得额
外地“领罚”，这就是套牌又套证
的后果，自讨苦吃能怪得了谁。

行驶在道路的车辆都有专属
的车牌，这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于
一辆车的“身份证”，而这副车牌是
由交管部门发放的，并不能通过其
他渠道获得；而要想坐在驾驶席位
上，首先就要去交管部门考取驾驶
证，而非伪造或者使用他人的证
件，这都是违反相关条令的。

要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就
要凡事依法遵规，一步一个脚
印，不能图省事，更不能另辟捷
径；广大行人和车主更要坚守交
通法规的底线，否则自作聪明的
后果只能是自讨苦吃。

新闻：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
出，工资上涨现象是好事，它能
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
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变得
困难。作为进步的一种机制，我
们看到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
的企业已经垮掉了，可是另一方
面，如果过快的话，的确会伤害
我们的经济，有点承受不起。因
此，我们并不需要工资无限制上
涨。(央广网)

点评：不是工资涨得快，是
物价涨得太快。

新闻：一边是政府部门在街
头张贴的征迁通告，一边是环卫
工人在忙于清理——— 这一幕，出
现在19日下午的郑州市农业路
沿线。征迁部门说，这是他们的
工作职责；环卫部门说，乱张贴
属违规，环卫工人是在严格履行
环卫考核制度。(大河报)

点评：岂能对政府部门街头
乱贴开绿灯。

新闻：10月18日下午，穿着
红蓝相间的“蜘蛛侠”服装，45岁
的新乡南太行九莲山环卫工人
刘建成，挂在160多米高的太行
山绝壁上，晃来荡去地捡着垃
圾。“提醒游客要注意环保，刘建
成他们每一次捡垃圾，都得冒着
生命危险”。(大河报)

点评：单位给上保险没有？

新闻：国务院近日发布《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将经费纳入财
政预算。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
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要求大
力推广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使
冰雪运动成为新消费热点。(中
国新闻网)

点评：体制不改，足球还是
没戏。

@咖啡妹：你要这样说的话，烟
台人都是在混日子吗？生活方式有
很多种，在自己的条件下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才是上策。

@律师大侠：人生不如意者十
有八九，现实和理想总是差距那么
大，理想很美丽，现实很骨干。

@往幸福的方向飞：心态问题，
你可以换个角度想，也许你也会觉
得烟台的生活很惬意。如果你有100

万元，在北京连个厨房都买不出
来，但是在烟台，可以让你过上好
生活。

@xinhua：对于18-20多岁的人，
已经习惯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突
然慢下来，肯定会不太适应，接受
现实吧。

@豆豆989：烟台是一座美丽的
海滨城市，你没有读懂它的美丽与
惬意，所以你感觉北京好。

@无与伦比的美丽：大部分人
年轻的时候都有雄心壮志，但大多
跟您一样都屈服于现实，成功者总
是那么寥寥无几，不要总是把自己
想象得多与众不同。

来源：17路论坛

对于即将开始的国家公务
员考试，我认为命题科学性问题
需引起主管部门关注。当下，经
常有用人单位说招录到的不是
岗位最适合的，也经常有培训机
构能够成功“押题”，这都反映了
试题的科学性不高的问题。今后
努力的方向，是要让培训机构无
法“押题”，让用人单位招到最合
适的人员。

——— 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刚才和父母共进午餐时，老
爸问我：“你最感激父母什么？”
我认真想了想，说：“最感激父母
在我20多岁时没钱，因此没给我
买房买车。如果在我那个年龄段
父母有钱，我会啃老。”

——— 郑渊洁(作家)

名嘴说事

10月25日，我国著名中医
白癜风专家、山东华海白癜风
研究院院长成爱华，将来烟台
举办《白癜风科学大讲堂》讲
座。白癜风因何发病？中医研究
和治疗白癜风的原理是什么？
到底能不能彻底根除？如何科
学防治与护理？届时，成院长将
与广大患者面对面，传授多年
来对白癜风的理论研究和治疗
经验。

成爱华带领科研组根据祖
国医学五行、脏腑学说，从肺及
经络入手，对白癜风的病因病
机及治疗原则从根源上进行了

系统分析和研究，历经20年潜
心攻关，创造性提出“黑白同
病、黑白同治”全新理论，研发
成功“黑白同治”治疗白癜风新
技术。在消除病因、控制发展、
色素再生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并最终实现白斑复色、黑白
治美的目的。该技术于2009年
10月25日，被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纳入国家级推广，成为建国
以来，由国家政府部门首个面
向全国推广的白癜风技术。目
前，已治愈患者10万多人，遍布
全球115个国家。新技术成为我
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张“新

名片”。
讲课时间：10月25日(周六)

上午9:00——— 11:00

讲课地点：烟台市博物馆会
议报告厅

授课对象：烟台范围内久治
不愈的白癜风患者或其家属

报名电话：400-6567-178

专家简介：成爱华，研究员，
中国著名白癜风专家，现任山东
华海白癜风研究院院长、华海白
癜风医院院长，人大代表，国家
有突出贡献专家。她是全国优秀
中医院院长、全国恪守医德十佳
院长、中华名医突出贡献金奖获

得者。专注白癜风研究20多年，
出版《白癜风新论》、《白癜风治
疗学》、《白癜风营养》等科研专
著12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
首次在行业内把白癜风理论研
究、治疗与护理、心理及营养调
节归纳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改变
了白癜风不可治愈的历史。

公共交通：烟台市博物馆位
于芝罘区南大街61号。市民可乘
42、21、22、80、44、46、86、5、10、1、2

路等公交车抵达。
温馨提醒：会议报告厅位于

博物馆负一层，博物馆正门口会
有工作人员给予指引。

国国家家级级白白癜癜风风新新技技术术讲讲座座走走进进烟烟台台
我们“喊”您来听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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