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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驶入“小”时代，打通最后一公里

话话题题

“曲径通幽”的居住环
境，虽然沉淀了老烟台的
味道，记录了烟台成长的
每一步，但是作为居住条
件之一的出行条件却显得
越来越不方便了。打通城
市“毛细血管”，建设城市
微循环网络的思路给这些
住在老城区的人们带来了
好消息，如同这日渐浓郁
春风，呼啦啦地刮遍了大
街小巷。让这些老街小巷
感受到了清新的气息，给
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中国足球改革
总体方案》正式出台，校
园足球已然走到了聚光
灯下。记者采访获悉，烟
台不少学校的足球运动
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全
市有33所学校入选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同时还有更多的学校
陆续加入其中。您对“校
园足球”有什么期待，期
待您的表达。

“微循环”畅通无阻还有很多事要做
下期话题

今日

再好的经也有人念歪了，足球
和其他运动不是水火不容有你没
我的，足球是体育之一，体育应该
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全国的
中小学生都能得到健全正规合格
的体育课，无论足球还是篮球还是
其他，都自然会好，连我们的人口
素质都会更高。

——— 黄健翔（足球解说员）

有句古语说得很透彻：“不实
心，不成事；不虚心，不知事。”可年
轻时做事常会反过来，做事不扎
实，不耐心打好基础，没有把事情
做好做实的执行力。总想一步登
天，挫折难免。听意见学知识往往
不耐烦，觉得自己都懂了，什么都
明白，就是大家不给你重任机会。
不实心败事，不虚心糊涂。踏实做
事，谦虚做人。

——— 张颐武（学者）

名嘴说事 Wi-Fi隐患有赖监管补漏洞

我有话说

毛旭松

“你们店Wi-Fi密码是多
少？”无论在商场、餐馆还是咖
啡厅，随时随地寻找无线网络
已经成了不少手机“低头族”
的习惯。但“蹭网”有风险，陌
生的免费Wi-F i最好不要连
接，以免陷入不法分子布设的

“钓鱼”陷阱。
对于不法分子利用Wi-Fi

设置的“钓鱼”陷阱，相信看过
今年“3·15”晚会的朋友肯定印
象深刻。黑客很容易通过伪造

的Wi-Fi窃取用户手机中的个
人信息，而且让手机用户丝毫
感觉不到隐私已被泄露。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
月异，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个人
信息与网络相连。如手机银
行、电子邮件等方便了人们的
生活，但信息安全问题却始终
如影随形。相关数据显示，我
国目前公共场所覆盖的Wi-Fi

热点至少超过千万个。虽然近
一半是大运营商以及几家专
业商业Wi-Fi提供，但是依旧
有大量小商户自己买个路由

器来提供给客人上网服务，这
些Wi-Fi既缺乏统一管理，又
没有安全保证，很容易成为黑
客“钓鱼”的重点。

在免费Wi-Fi日益普及的
形势下，对公共Wi-Fi热点进行
有效监管很有必要。首先来说，
相关部门要加大技术研发，提
升各公共Wi-Fi热点的安全标
准，通过加密方式的改进，使得
黑客无法轻易破解密码，从而
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其次来
讲，尽快出台针对Wi-Fi热点的
安全标准，对散布全国各地的

Wi-Fi热点进行地毯式检测，没
有达到安全标准的予以关停，
绝不为黑客“钓鱼”留下一丁点
空间。最后一点，公安部门联合
信息部门对通过“钓鱼”牟取私
利的黑客进行严厉打击，造成
巨额利益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3·15”晚会让人们见识
到了黑客的可怕，也让人们对
Wi-Fi的安全产生了疑虑。除
了手机用户不要轻易登录陌
生Wi-Fi外，更需要政府部门
从源头对不法黑客进行打击。

徐进

随着烟台经济快速发展和
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
越 多 的 汽 车 开 进 了 寻 常 百 姓
家，而同期市政道路新增面积
十分有限，加之粗放的交通管
理模式由此带来的交通拥堵现
象日益凸显，城市交通“大动
脉”被渐渐阻塞。

在部分居民集中的区域开辟
公交线路，开辟“公交微循环”，承
担该区域居民集疏运功能，不但
可以方便群众的出行，解决“最后

一公里”问题，更可以减少私家车
出行，缓解交通压力，打通城市交
通的“大动脉”。

因此，公交部门在开通“微
循环公交”线路之前，必须要做
好客流出行调查，充分掌握小
区居民出行模式、出行目的地
以及出行时间，根据居民出行
特点，灵活安排班次、布设站
点，最大程度利用好有限的车
辆，避免出现车辆空跑、资源闲
置的状况。

其次，要考虑设置转乘优惠，
充分考虑市民的承受能力。“公交

微循环”不可能到达所有乘客想
去的地方，只能到达距离大型居
民区最近的公交枢纽，因此必然
会面临公交车转乘问题。如何定
价，设置转乘优惠都必须在开设
线路之前确定。

另外，“大动脉”的打通不是
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据小区分布
和城市发展，适时调整，完善布
局。不断地对首批微循环涉及不
到的公交线网，有针对性地进行
补充，让“公交微循环”走街串巷，
切实方便群众出行。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微循环

公交”行驶的道路一般都是居民
密集的小区街巷，道路资源本身
就不丰富，两边如果有摊贩或者
私家车停靠，势必给公交车的畅
行带来困难，因此，交管部门务必
给予公交部门有力的支持，合理
规划道路停车位，建立良好的行
驶、停车秩序，才能让“微循环”畅
行无阻。

只有让居民的出行便利起
来，“微循环公交”的生命才能长
久，效果才能更大，影响才能更
广，城市交通的“大动脉”才能被
一点一点打通。

刘岩

公交车进入老城区，虽然是
方便百姓的好事，但是要想让好
事做得让百姓满意还有很多事
情要扎实地去做。

首先，避免“毛细血管”堵
塞，形成新的交通拥挤问题。老
城区本来就街巷狭窄，再加之多
年来各种杂物的堆积，小街小巷
更如“肠梗阻”。在这样的街巷中
通行公交车，就必须设置好公交
车的行驶路线和方向，在尽量就
近解决百姓上车的问题同时，还

要使公交车走得通、走得顺。
其次，噪音的管理。老城区

里“一嗓子喊遍胡同”的地方有
得是，公交车的汽笛声、行驶中
产生的声音能否造成扰民，是值
得注意的问题。烟台市已经对公
交车鸣笛进行了限制，在老城区
里更应该严格遵守，而且在一些
时间段里是不能鸣笛的，这对保
证居民休息、维护老城区由来已
久的宁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尾气排放问题。老城
区居住密集、人员集中，各种废
气排放之后扩散速度慢，倘若使

用燃油公交车会大大加重污染，
反而危害了老城区的环境。“毛
细血管”里的公交车是小型的，
而且其行驶速度也不会太高，这
些条件应该具备使用电动汽车
的条件，电动公交车具有低碳环
保的优势，在老城区尤为适宜。

第四，交通安全问题。公交
出行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老城区
的岔路多、出口多，人员密集、出
行方向随意性大，这比在宽阔而
马路上行车更加存在安全隐患。
如何设置路线、停靠点、行人提
醒方式是保证小型公交能否成

功运行的根本问题。
第五，班次与收发车时间的设

置。小型公交作为更贴近百姓生活
的交通工具，应该有更贴近百姓生
活习惯的“作息时间表”。在综合考
虑小型公交车的运营成本的同时，
应该着重考虑它的便民性。如：中
小学孩子的上学时间、老人出行时
间、夜间收车时间等等，小型公交
车在设置时间表上，有更大的自由
度，可以根据某一区域确定相对个
性化的作息时间，贴心服务能够做
到百姓心坎儿上，才是小型公交车
最受欢迎的地方。

借助“微循环”打通“大动脉”

新闻：“运来一大车冰块是真
的，往头上浇的小桶冰块也是真
的，但桶里事先放了一半热水，温
度约50℃”，陈光标受访终于承认
造假，并透露，“刚进桶时，里面都
是热水，两腿烫得通红。大家看视
频都以为是冻的，其实是烫的，实
在是热得受不了。”（华声在线）

点评：挑战时上头条，挑战后
还上头条，标哥自我炒作能力一
绝。

新闻：网曝安徽省六安市霍邱
县乌龙镇一村党支部书记肖某因
陪镇领导喝酒，饮酒过量，猝死家
中。记者从当地纪检部门获悉，“乌
龙镇村书记醉酒死亡事件”属实，
霍邱县纪委工作组正在进行深入
调查。（京华时报）

点评：官僚主义害死人。

嬉笑怒骂

““22001155汽汽车车宝宝贝贝””报报名名火火热热进进行行中中
参与即有机会赢iPhone6、万元琥珀、液晶电视等大奖

各位亲爱的家长们，2015

烟台春季车展组委会发起的
“2015汽车宝贝”活动，报名火
热进行中，还没给宝贝报名的
家长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

“烟台国际车展”微信公众号，
报 名 参 加 评 选 活 动 ，赢 取
iPhone6、万元琥珀、液晶电视、
光波炉等大奖！

不论是个性十足的TA,还
是呆萌可爱的TA，都是美丽宝
宝，家长们不要吝啬宝宝的美，
只要你家宝贝在10周岁以下，
那就快来参加“2015汽车宝贝”

评选活动吧，秀出你家宝贝的
美萌，让别人羡慕忌妒恨吧！

“2015汽车宝贝”投票时间
为3月30日-4月1日，一定要记
好投票时间哦，只有3天。

附注：报名信息中的联系
方式作为领奖凭证，烟台春季
车展组委会将合法保护您的个
人隐私；活动主办方将拥有报
名参赛宝贝照片的使用权。

活动详询：0535-6011599
2015汽车宝贝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获得 iPhone6

一台、琥珀吊坠一个、mini招财

金一个，以及水晶奖杯、荣誉证
书等丰厚奖品。其中，iPhone6

由上海大众斯柯达提供。
二等奖1名：获得50英寸液

晶电视一台、琥珀吊坠一个、
mini招财金一个，以及水晶奖
杯、荣誉证书等丰厚奖品。其
中，50英寸液晶电视由上汽荣
威MG提供。

三等奖3名：获得格兰仕光
波炉一台、琥珀饰品、mini招财
金一个，以及水晶奖杯、荣誉证
书等丰厚奖品。其中，格兰仕光
波炉由一汽马自达提供。

第6名-第20名：获得由斯
巴鲁提供的价值280元的充电
宝，以及核桃露一箱、烟台中金
黄金旗下迎祥金店提供的mini

招财金一个、荣誉证书、2张
2015春季车展门票。

第21名-第50名：获得斯巴
鲁提供的价值180元的雨伞，以
及核桃露一箱、烟台中金黄金
旗下迎祥金店提供的mini招财
金一个、荣誉证书、2张2015春

季车展门票。
第51名-第200名：获得烟

台中金黄金旗下迎祥金店提供
的mini招财金一个，以及核桃
露一箱、荣誉证书、2张2015春
季车展门票。

第201名-第1000名的宝宝
将获得2015春季车展门票一张
和荣誉证书。

满50票前1000名宝宝都将
获得“2015汽车宝贝”荣誉证
书。

本次活动荣誉证书由烟台
德辉进口大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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