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质”排名济南又全国倒数第三，改善大气环境专家提建议

大大型型社社区区到到CCBBDD间间设设通通勤勤快快车车

增加私车成本

让更多人坐公交

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建设环
保公共交通系统,是大气污染防
治的重要一环，但是近一段时间
来，在济南坐公交的人却减少
了。济南市政协副秘书长，市市
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聂爱
华在发言中提到，2015年上半年
济南月均客流量同期下降9%，
减少的这部分的客流如果全部
转移到小汽车出行方式上，相当
于每天给道路上增加了7万辆次
的车辆出行，带来的影响与机动
车污染治理效果形成对冲，将给
大气污染防治带来严峻挑战。

怎么才能让济南人更多地
选择公交出行呢？聂爱华建议，
加密公交站点，缩短站间距；在
主城区外围，采用小型巴士车
辆，设置短途接驳公交，或社区
循环巴士，作为常规公交的延伸
和补充。还需要优化系统运营模
式，大型居住社区和CBD(中央
商务区，又称商务中心)之间，可
在高峰期设置满足通勤需求的
通勤快车。

此外，聂爱华建议，提高公

交分担率，还可以增加私家车出
行成本，可采用的措施包括提高
停车费率、征收燃油税、实施拥
堵收费等，抑制私家车出行，增
加公交出行比例。

挥发性有机物

也要加强治理

挥发性有机物是啥？很多人
都没听说过。山东省环境科学院
大气污染控制研究所所长李岩
解释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细颗粒
物(PM2 . 5)和臭氧(O3)主要来
自大气中污染物光化学反应的
二次转化，污染物浓度受到前体
物 的 影 响 明 显 。而 二 氧 化 硫
(SO2)、氮氧化物(NOx)和挥发
性有机物(VOCs)就是重要的前
体物，也是治理雾霾的首要污染
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不仅
仅造成大气污染，而且也是环境
空气中异味(恶臭)的主要来源。

同时，李岩表示，济南大气
污染治理的重点是治理烟(粉)
尘、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
(NOx)等常规污染物，目前已实
施的大气污染防治十大行动也
是如 此 ，但 对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Cs)尚未实施有效控制。

“常规污染物治理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至今，投资巨大，技
术装备不断升级，治理的水平和
标准已比较高，有效控制了大气
污染，但仍未彻底解决问题，主
要原因就是大气污染需要进行
多因素协同治理。因此，要根本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必须重视挥
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以此可在大
气污染治理方面获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李岩说。

因此，李岩建议要尽快采取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摸底、
出台典型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制定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防治技术指南、制定挥发性
有机物排污收费制度和污染治
理补贴政策等措施，来进行挥发
性有机物的治理。

建筑土石方作业

扬尘污染最严重

扬尘对济南的空气污染，到
底起了多大作用？济南市政协委
员，市环保局环境安全应急管理
处处长张成志首先介绍了一组
数据：今年1-6月份，济南可吸入
颗粒物PM10的平均浓度为164
微克/每立方米，超出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 . 34倍，位居
全省 17地市第 14名。据济南市
PM10的源解析结果，扬尘源所
占比例为45%，是PM10的主要
来源，扬尘污染仍是制约济南市
空气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筑施工是扬尘的主要来
源之一，张成志表示，土石方作

业是建筑施工过程中造成扬尘
污染最严重的一个环节。因此，
他建议尽快制定或完善济南土
石方作业管理办法，在济南范围
内从事土石方工程作业均需按
管理办法的要求，纳入基本建设
程序进行管理，要明确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渣土运输单位、监
理单位的职责和义务。

针对城乡接合部和重点区
域的扬尘污染，张成志建议，制
定整修计划，落实保洁措施，还
需要明确道路保洁的区域责任
划分，解决管理责任不明晰的
问题。对于重点企业及石料厂、
渣土场周边的环境管理，还需
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适当延
伸相关企业的道路维护及保洁
责任。

清清华华、、北北大大学学子子建建言言历历城城教教育育
2010年至今，历城有31名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

本报记者 李飞

【建言一】

多培养英语听说能力，

改变“哑巴英语”

徐荣荣现就读于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作为2012年全国
生物奥赛的金牌获得者，2013年
她以保送生的身份进入北大，暑
假后即将读大三。

“建议在高中时加强对学生
英语能力的培养，不要只是会做
题，停留在哑巴英语的层面上。”
徐荣荣说，在历城二中学习时，
自己的英语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但到了大学后，才发现和其他同
学的差距，“差距还不小，主要是
在英语口语方面。”

徐荣荣现在每天都在努力
学习英语，背单词、练听力。她说
除了未来会出国留学深造外，在
大学里很多教材和文献都是纯
英文的，如果英语学不好，会直
接影响大学课程的学习。“高中
时大家学英语主要是为了应试，
但到了大学后，英语更多的是作
为一门语言工具，尤其是听力和
口语就显得非常重要。”

2013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历
城二中学生连洁同样认为英语
对于大学学习特别重要，而且刚
入学时还会有一次英语分级考
试。“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
同学，我在英语听说能力上有一
定的差距。”

“说出来的英语更重要。”徐
荣荣建议，高中的英语学习应该
在应试的基础上多一些英语听
说能力的培养，比如定期举办英
语口语交流活动。今年刚考上北
京大学的历城二中学生王斌、
2014年因为奥赛保送至北京大

学的郭伟杰都建议，在高中阶
段，应多一些英语口语的学习。

【建言二】

多走出校门社会实践，

积极参加社团

获得今年国际生物学奥林
匹克竞赛金牌的孙楚，被保送北
京大学，即将开始全新的大学生
活。现场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历
城二中学习时参加的一次演讲
比赛成为他学习生涯的转折点。
他说感谢那次演讲，尽管当时自
己演讲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
正是那次活动，激发了他内心的
动力，对他是个很重要的启发。

“建议学校多组织类似的活
动，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很有

效。”孙楚说。“北京、上海的学生
给人的感觉很自信，而山东、河
北的学生大多比较腼腆，这可能
与高中阶段参加的活动较少有
关。”王斌说。

2013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历
城一中学生徐守凯笑言，在清
华、北大如何让别人觉得你牛，
那就说自己是山东人。徐守凯刚
进学院足球队时，队长得知他是
山东人后，立马表现出很崇拜的
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山东人
考上北大或清华，必定是学霸。”
徐守凯说，虽然北京的学生考清
华、北大相对容易些，但他们的
综合素质的确比自己高出一个
层次。

徐荣荣表示，北京、上海等
地的学生除了学习外，各方面能

力都很强，一问才知道他们高中
时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增长
了见识，也提高了能力。“建议高
中时，多让同学走出去，参加一
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

连洁举了个例子，一名西安
的室友，高中时因为参加志愿活
动而产生兴趣，并作为人生的目
标，刚入学时就崭露头角，大二
时就成为了学校十佳志愿者。

“高中时，通过活动确定目标是
很重要的。”

孙楚也认为，农村中学的
学生到了大学后，多少可能会
有些不自信，建议在高中时多
参加学校的学生组织和社团
活动，在活动中展现自己，树
立自信，这样在大学里成长空
间会更大。

【建言三】

多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加强体育锻炼

徐守凯特别感谢自己参加
生物竞赛的一年半经历，他说锻
炼了自己的自学、自控能力以及
合作学习的能力，而这些在大学
的学习中都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刚刚凭借奥赛被保送
至清华大学的历城二中学生刘
正平，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了半年
预科。这半年的时间，每天课很
少，作业也很少，与高中的明显
变化让他有点不适应，因为他已
经习惯了高中阶段一直学习的
生活状态。但他发现其他地方的
学生就有着很强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人生规划能力。

“大学的学习同样特别紧
张，尤其是清华大学，特别重视
体育，所以在高中时，就应该加
强体育锻炼。建议学校加强这方
面的引导，最好能掌握一门体育
技能。”连洁建议。徐守凯也认为
大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轻松，高
中学习时加强体育锻炼，有一个
良好的身体素质，到了大学后，
会事半功倍。

历城区教育局局长庞振福
表示，教育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为
未来培养人，为学生的一生奠
基。根据学生的建议，下一步历
城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将会进行
一系列课程综合改革，让学生的
特长和潜能得到更好的挖掘。

据悉，2010年以来，历城区
共有31名学生被清华大学或北
京大学录取，其中历城二中 29
人、历城一中2人。历城二中获国
际奥赛金牌3枚，全国奥赛金牌
16枚、银牌6枚，保送清华、北大
的人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又是倒数！今年7月，济南在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
又一次排名倒数第三位，这已经是继今年4月以来第四次排名
倒数第三了。治理大气污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18日，济南
市政协专题协商会议将议题聚焦到改善大气环境方面。

2013年
1 1月，济南
首条通勤定
制 公 交 开
通，从领秀
城到齐鲁软
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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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今，历城区共有31名学生被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录取，其中历城二中29人，历
城一中2人。8月18日上午，11名清华、北大学子齐聚历城二中，为历城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
英语学习、社团锻炼、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成为他们说得最多的三个关键词。

清华、北大学子为历城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王淑卿 摄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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