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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人E语

看灯给娃带上联系卡

@林毅：1日晚，笔者乘坐
4 3路公交车到火车站接友人。
当车行至东八里洼站时，上来
了一个满嘴酒气、走路摇晃的
醉汉。此人一上车就大声嚷嚷，
舌头都不打弯了，满嘴胡言说
的是啥恐怕连自己都不清楚。
司机劝其坐稳了，他反而在车
上耍起疯来，吓得乘客纷纷起
身向后躲避。公交车是城市文
明的一个窗口，是流动的风景
线，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耍酒疯
实在不该，也是对其他乘客的
不尊重。

公交车上耍酒疯，真是醉了

@孙建文：在泺文路北头
东侧，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立
在 这 个 重 要 路 口 ，上 面 写 着

“ 祝 2 0 1 0 新 年 快 乐 ”，仿 佛 时
空倒转。其实，类似这样的情
况在市区并不鲜见。比如有的
活动过去很久了，宣传内容还
没有得到更换，让人感觉管理
很不严肃。其实这些细节作为
一个城市最直观的展示载体，
最 终 会 影 响 一 个 城 市 的 文 明
形象。

亲，2015都过去俩月了

危危房房解解危危，，宜宜快快不不宜宜慢慢
□雪樱

家住山大南路123号院11

号楼的田女士，提起自家的住
房便一筹莫展。这座1958年建
成的老楼，通过顶楼的天花板
可以看到天，漏雨严重。去年
这座楼被鉴定为危楼，但之后
便没了下文。据了解，改造危
楼的责任方为产权人，但这座
楼的产权单位经营困难，一直
没有解决。(详见《齐鲁晚报》2

日C03版)

天花板露着天，厕所墙皮
脱落，电线裸露，窗户破旧不
堪，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田

女士所居住的房子已经千疮
百孔，其损坏程度让人触目惊
心。如果遇上雨天、大风天，
住在里面岂不是胆战心惊，万
一发生什么安全事故，后果不
堪设想。早在去年，这座楼就
被鉴定为危楼，但是产权单位
拿不出钱来，陷入到失修的尴
尬困境中。

其实济南的危房不在少
数，之前晚报也多有报道，或是
产权不明晰，部门出现推诿扯
皮现象，或是产权单位濒临破
产、没有资金等。而危房里住户
大都是低收入者，经济条件有
限，且以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居

多，没有能力承担改造资金。
危房改造关乎群众的切身

利益和生命安全，宜快不宜慢。
很多时候，危房带病上岗，差的
不是钱，而是公共责任和民生
温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马上
行动起来，进行实地调研，拿出
专项资金，制定危房改造的方
案，给市民吃个定心丸。

此外，相关部门不妨摸清
市区危房的现状，建立动态管
理档案，研究制定维修计划和
安全防范方案，并出台专项资
金，可尝试市、区两级财政共
同承担，这样就能从一定程度
上破解危房难题。平日里，应

加强对危房的排查和检修力
度，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尤其
是恶劣天气，应推出应急预
案，多些未雨绸缪，少些事后
诸葛。此外，要想保障危房维
修真正落地，让百姓得实惠，
还应完善监管机制，强化主体
责任，公布施工时间表，确保
资金用在刀刃上，摒弃面子工
程。

春季迎来大风天气，对危
房的安全防范工作也应跑在最
前面，多一些全面体检和特事
特办，这不仅是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更多的是城市管理的细
化与进步。

兴兴趣趣班班别别绑绑架架孩孩子子的的兴兴趣趣

□冯波

“这个寒假你练书法还是舞
蹈？”时下，“寒假学了啥”成为不少
孩子的寒暄语。记者获悉，与往年相
比，六成以上的孩子报了传统文化素
质班，学习文化课的明显减少，素质班
中12岁以下的孩子成为主力。（详见

《齐鲁晚报》1日B04版报道）
以前都是奥数、作文班爆满，

报书法、美术的寥寥无几，现在报
素质班或者说兴趣班的多了起来，
文化课学习班一统天下的局面被
打破。让孩子们接触不同的领域，
了解适合自己的技能，当然是一件
好事。在不同的兴趣班里，孩子们
会渐渐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
么，在人生旅途里，拥有一项乐在
其中的兴趣爱好，是一种福气。家
长能意识到根据孩子的兴趣让其
学习一些素质教育课程固然可喜，
但其中急功近利和盲目从众的问
题也不容忽视。

很多家长和孩子只是凭借满
腔的学习热情去选择素质课程，甚
至是为了迎合学校和教育部门的
号召，并没有真正形成对素质教育
的科学认知。不少家长更是没有问
一问孩子的学习意愿，没有对孩子
的特长做一下调查，就一厢情愿地
为孩子报各种素质培训班。很多情
况下，孩子为了学所谓的素质课
程，忙得焦头烂额，连玩的时间都
没有了，甚至比单纯报学习辅导班
时更忙了。若家长不管孩子的喜
好，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盲目报
名，这是时间与金钱的浪费，更是
对孩子精力的消磨，实在没有必
要。

因此，我们看到寒假里孩子们
报素质课程数量激增的现象，不能
盲目乐观，而应以科学理性的方式
保持下去，如报班前先问问孩子的
意愿，不要将“兴趣”强加于孩子身
上。在这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和家
长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

给给渣渣土土车车戴戴上上金金箍箍念念好好咒咒
在七贤广场附近，每天凌

晨都有很多渣土车超载、撒野
行驶，形成安全隐患不说，而且
鸣笛扰民，严重影响了附近市
民休息。记者根据市民举报夜
访二环南路与南辛庄西路交会
处，守候了个把小时，有35辆渣
土车呼啸而过，速度之快竟然
两次甩下了记者为跟踪调查而
乘坐的出租车，可见渣土车撒
野之肆无忌惮。

看过这则报道，我既为
渣土车撒野而气愤，也为夜
间出行的市民安全而担忧，
更为对渣土车的监管不力而
无语。

利益驱动使得渣土车喜
欢多拉快跑，可再怎么说也
不能超载、超速、无遮盖、无
车 牌 、闯 红 灯 。因 为 违 法 超
载、行驶极易造成安全事故，
危及他人及自身生命安全，

这样的惨痛教训并不少见，
今年年初发生在机床二厂路
上的那对母女被撞身亡的惨
剧就是渣土车撒野所为。所
以，惩处撒野渣土车当用重
典，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不
如此不能以儆效尤。

以儆效尤需要执法部门来
落实，假如执法部门不作为，
以儆效尤就是空话。日前，在
济南市政府召开的廉政工作
会议上，杨鲁豫市长表示，将
对 懒 政 、庸 政 、怠 政 严 肃 问
责。但愿此说能兑现，市民对
此拭目以待。

渣土办作为监管渣土车的
政府职能部门，无疑应当尽职
尽责。在同一地段、同一时段接
连不断出现撒野情况，说明非
偶然现象。既如此，笔者不禁要
问渣土办，在巡查过程中，是没
巡查到位还是视而不见；超载、

超速、闯红灯、无车牌、噪音鸣
笛等，皆是违法行为，为什么没
有被查处。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
定：机动车行驶在没有限速标
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
速，夜间行驶应当降低行驶
速度。每小时超过 8 0公里了
难道还不算野蛮？要知道，渣
土车撒野本就是对法律的蔑
视、对执法人员的蔑视，对此不
愿管也好，不敢管也罢，都是失
职渎职，都是懒政、庸政、怠政
之具体表现。

渣土办是由交警、城管、执
法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真要
想履职尽责，即使巡查不能及
时到位，依靠设置在路上的监
控录像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关键是看愿意不愿意大有作
为。当然，市民是希望这种大有
作为的。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葛有话明说

□杨曙明

绿绿色色出出行行为为元元宵宵节节““解解堵堵””

□付秀梅

元宵节将至，随着去趵突泉公
园观灯的市民不断增加，虽然每年
相关部门都采取一定措施，但公园
附近道路交通还是拥堵不堪。外出
观灯无可厚非，但笔者觉得，广大
市民应该绿色出行，破解交通拥堵
和停车难。

众所周知，随着城市的不断
发展，机动车辆大量增加，导致停
车越来越难，尤其是节假日，公园
景区门口的停车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停车引发的矛盾也是屡见不
鲜。一旦因此引发矛盾，从小处说
影响正常游览秩序，从大处讲则

降低城市的文明度。
窃以为，像趵突泉花灯会等

节假日出现客流高峰，导致停车
难问题可以理解，但面对停车难
问题却不能无解。在笔者看来，要
想解决公园景区“观灯”引发的交
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广大市民
在节假日不妨尽可能多地乘坐公
交或是骑车绿色出行，因为乘坐
公交或是骑车不仅能减少道路拥
堵，还能把有限的停车位让给外
地自驾游游客。果真如此，就能给
外地游客提供方便，不仅能破解
公园景区举办大型活动引发的交
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还能进一
步提升我们的城市文明度。

@趵突泉：趵突泉花灯会
期间人流量较大，家长如果不
注意确实很容易把孩子丢了。
好在公园面积不大，只要不出
公园总能找到。不过还是要提
醒各位家长，外出游玩一定要
看好孩子，建议在孩子身上放
一个联系卡，写明家长的姓名
电话，万一丢了也方便好心人
与家长联系。

葛有么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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