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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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本报新闻后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yantaihuati@163 .com

C02 话题 2015年1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于琳 今 日 烟 台>>>>

征
稿
启
事

头条评论

对薪资不满是因工资跑不过物价

据说在一次闲谈中，邓正来
教授问，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笃信
法治，那么请问如果你的亲人犯
事，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询律师，还
是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的关系
网？举座默然。不仅公检法领域如
此，就是文教卫领域也如此，医
院、学校、市场消费，我们首先想
到有什么熟人，关系是与之沟通
的中介。这是我们文化的特色。

——— 余世存(学者)

会议定律：1、凡离题万里的
争论，都以咬文嚼字收场；2、开会
常为省几分钟而浪费几小时；3、
委员会即十二人做一人的事；4、
别在开会时说出好主意，否则会
被会议据为己有；5、别按时到达，
否则会被视为新人；6、议程过半
前啥也别说，这会使你显得明智；
7、第一个提议结束，会使你受到
欢迎，因大家都等着结束。

——— 曹林(评论员)

毛旭松

近日读到一则新闻，相信
很多人都非常关心。《2014薪
酬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在所有参与调查的网友
中，68%的受访者对薪资不满
意，其中19%的人表示“非常不
满”，而表示对薪资非常满意
的仅有1%。另外，近半数的被
调查者觉得，在相同行业、职
位中比较，自己的工资没有别
人高。

一般来讲，人们对于薪资
的期望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薪

资的数字是高是低并非绝对，
它的关键参照物是物价及生活
水平。如果工资能够跑赢物价，
工资的数字低点并没太大影
响；如果工资跑不过物价，工资
的数字再高生活水准将大打折
扣。但现实情况是，工资涨幅似
乎永远跑不过物价的涨幅，人
们对薪资的不满实际上是对高
物价的不满。

我们的工资并非一成不
变，甚至还有较快的增长。据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工
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0

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大幅
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工
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以两位数
速度增长。由此可见，劳动者
拿到手里的工资是增加的，

但CPI(消费物价指数)同样连
年攀高。工资数目上的增加
被物价的上涨消解于无形，
钱“毛”了，相信是很多劳动
者的切身感受。

本来工资的增加应该让人
们心情愉悦，生活压力减小，实
际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尽如人
意。物价的上涨意味着人们要
付更多的支出，整日为生计奔
波忙碌，焦虑感持续存在，拿到
手的工资无法充裕应对车贷、
房贷等各项支出，对薪资不满
的情绪就会增长，认为付出没
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渴望更高
的薪酬。

不久前，某专家曾表示“工
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并不
需要工资无限制上涨，此“雷

语”一出曾引发民意轩然大波。
事实上在物价能够得到稳定的
情况下，确实并不需要工资无
限制上涨，人们也能够获得幸
福稳定的生活。在收入一定的
情况下，支出却有着很大不确
定性，尤其是惊人的房价、医
疗、教育等高额费用，使得专家
的美好愿望沦为笑柄。正是因
为物价上涨的势头难以遏制，
导致人们对工资上涨的需求极
为迫切。

并非劳动者对于得到的工
资总是不满足，实在是因为工
资是劳动者最重要的收入来
源，背后可能维系着一家人的
生活支出。工资总是跟不上物
价的涨幅，老百姓怎么能够对
此满意呢？

名嘴说事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我有话说

刘学光(莱山区)

近日在公交站点乘车，时
值上班高峰期。公交车刚一到
站，一小伙就拼命往上挤，造成
一阵混乱，一位两鬓泛白的老
大爷被挤得打了个趔趄摔倒在
地。这时，一位漂亮的姑娘马上
将老人扶起。我站在长长的队
伍后边，目睹着这一事情的经
过。心中感慨不已，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乘车讲秩序，言行有分
寸，这是人人都明白的文明

准则。可是有的人就是我行
我素，素质低下，不讲章法。
插 队 加 塞 ，不 讲 秩 序 ，不 谦
让 老 幼 病 残 孕 ，行 为 野 蛮 ，
不 讲 文 明 ，让 人 唾 弃 ，见 之
生厌。

那天我在烟台大学门口，
见到排队上车、秩序井然的一
群学子靓丽文明的乘车风景。
他们的风采让人敬佩，他们的
文明让人赞叹。

我外出旅游，经常见到在
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
乱画的痕迹，目睹踩踏禁行

绿地、攀爬摘折花木、随处抛
丢垃圾等不文明的现象。休
闲游玩本身就是享受文明熏
陶的过程，那美丽如画的旖
旎风光，不就是一道道醉美
靓丽的风景吗？尊重自然，尊
敬他人，是一个人文明程度
的展示，体现着素质，反映着
道德修养。

鲁迅先生说，人虽然比动
物进化，然而有时却比动物退
化。人异于动物，就在于人有
理智，知美丑，讲文明。正所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

的人在楼上看你”。每个人的
言行举止，决定着自己在别人
眼里是一道怎样的风景。眼中
之美，源于自然；心灵之美，彰
显文明。生命里的风景，靠行
为来雕刻。

只有将自己的文明行为变
成美丽风景的一部分，才能悦
己悦人。让大家从自身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约束举止，规范言行，做一道让
人赏心悦目、文明达礼的风景
吧！那样，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
秩序、舒心、幸福。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静) 近
日，记者从烟台移动获悉，青烟威荣城
际铁路已覆盖移动4G网络信号，这意
味着移动用户在乘坐城铁时可以随时
享受先进的4G高速移动网络。

济南铁路局烟台车务段提供的一
份资料显示，青荣城际开通初期共有11

对旅客列车，其中3对是直通列车，荣
成、烟台南-北京南各1对，荣成-上海虹
桥1对；此外还有8对管内列车，济南(济
南西)-荣成4对，济南(济南西)-烟台南1

对，即墨北-荣成2对，烟台南-荣成1对。
以上列车全部途经烟台境内，烟台市民
乘坐城铁可以去往北京、上海等主要城
市。从烟台前往济南大约需要3 . 5小时，
前往北京大约5 . 5个小时，到上海大约8

个小时，旅途时间大大缩短。
高速列车搭配高速移动网络，让乘

客畅享旅途生活。目前山东省高速铁路
已经覆盖移动4G网络，青荣城铁也不
例外，不论是在车站候车还是在飞驰的
高速列车上，都可以享受4G高速上网
体验。

“乘坐城铁有4G信号啦！你看，我
这正看视频呢！”市民刘先生由于工作
需要经常出差，城铁开通之后便选择这
种快捷的出行方式，“没想到这么快就
覆盖了移动4G信号，这样沿途刷刷微
博、发发微信、看看视频，感觉时间过得
很快，一会儿就到达目的地了。”有了移
动4G信号，着实让刘先生在出行时的
生活更加丰富。

而在城铁穿过隧道时，记者也进行
了一下实测，4G下载速度31 . 72Mbps，速
度还是很给力的。有网友表示，移动4G

覆盖城铁全线，今后他们会更多地考虑
这种便捷的出行方式。

高速铁路信号覆盖是一个技术难
题，超高时速和复杂地形会给网络覆盖
带来巨大挑战。青荣城铁烟台段穿越我
市8个县市区，长度达到146 . 31公里，隧
道数量达13处，共7处车站。据了解，烟
台移动在城铁沿线精心规划建设了216

处移动4G基站，将于近期全面优化完
成，确保用户全程通话和高速上网需
要。

嬉笑怒骂

新闻：重庆人白富元1976年
因投机倒把罪被法院判刑，5年
后刑满释放。2013年5月，在他85

岁这年，他拿到一份证实其无罪
的再审判决书复印件，落款时间
是1987年。白富元说，此前他从
来没有见到过这份判决书，他的
清白整整迟到了26年。(南方都
市报)

点评：背了半辈子黑锅。

新闻：2014年12月31日，四
川省南充市食药监局通报办结
的9起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并对
一位女士举报的问题奶粉线索
奖励10万元，但涉案奶粉品牌却
以“某奶粉”替代，并未公布该问
题奶粉的详细信息。1月11日，该
局副调研员杜正国接受采访时
表示，查处的企业已经做出整
改，曝光企业名称“会影响企业
发展”，“对企业来说打击是致命
的”。(澎湃新闻)

点评：孩子可以喝废，企业
不能得罪。

移移动动44GG信信号号覆覆盖盖烟烟台台城城铁铁
乘客可全程畅享高速移动上网体验

刘吉训(芝罘区)

日前，笔者所在地一家商铺进行
清仓甩卖活动。最初几天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购买，但不少商品虽然2至8

折出售，可原价偏高，打了折顾客也没
得到多少实惠，因此，几天后便客少人
稀了。

邻居小赵就在这期间花了15元从
该商店买了一个电动毛球修剪器，样子
挺好看，但没用几次，毛球修剪器便“罢
工”了。经过几次修理，也无济于事，只

好让它“罢工”到底。与同事无意间谈到
这家商店清仓甩卖的事，同事感慨地
说：“千万别相信那些商店‘清仓甩卖’
的行为，我曾几次在‘清仓甩卖’的商店
买了伪劣商品，想退换时商店已‘关门
大吉’了。”

想想也是，某些商店因各种原因
实在无法经营下去，进行清仓甩卖是
正常行为，清仓减价的确也益了市民。
但有的商铺一连数月都在“清仓”，顾
客不由生疑：这些商铺真的会一路减
价吗？

清仓甩卖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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