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观04
2015 . 8 . 24 星期一 编辑/尹燕燕 组版/侯波

千佛山相亲会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来自各行各业的数万名单身男女
齐聚千佛山景区，享受了一场浪漫盛
大的集体约会。为了让单身朋友彻底
告别单身,本周日，我主良缘高端婚恋
特推出“大型八分钟公益相亲会”，与
千佛山相亲会无缝衔接，为单身男女
打造七夕公益相亲月！有兴趣参与的
单身朋友可以致电报名啦！

试问良缘何处寻

千佛山上觅知音

剩男剩女逐年增多的今天，相亲
成为一种最高效、快捷解决婚姻大事
的途径，今年的七月七千佛山相亲会，
迎来了不少期待缘分的俊男靓女。

“本来今天该去出差的，但是千佛
山相亲会的机会实在难得，就专门抽
出了一天的时间过来，希望能遇到情
投意合的姑娘。”现场自有公司的王先
生跟笔者说道，他今年三十四岁了，有
车有房，平时忙于应酬和工作，就一直
单着。

“就是赶得不巧，刚好工作上的事
情不太好周旋，下午6点的火车，要不
然一定多参加几场。”满怀希望之余，
他也十分遗憾相亲不能尽兴。

笔者了解到，泉城单身男女平时
工作忙、生活节奏快，缺少扩大交际圈
子、结交异性朋友的平台，千佛山相亲
会被他们视作一年中的最佳“脱单”机
会，像王先生这样为参加相亲会，推掉
了原定行程和工作的不在少数。

与千佛山相亲会接洽

公益相亲会约起来

“千佛山相亲会不仅参与的人多，
每个人的资料又都经过主办方的审
核，信息真实可靠，真应该好好利用这

几天。”千佛山相亲会因参与人数多、
机构完善，被单身男女所看好，但因时
间有限也让不少人直呼“意犹未尽”。

基于此，本周日，我主良缘高端婚
恋特别推出“大型八分钟公益相亲
会”，集结千佛山相亲会“原班人马”，打
造不落寞的相亲“盛宴”，单身男女凭
参加千佛山相亲会时的编号即可免费
报名。

活动以“八分钟快速约会”为主
打，每位参加活动的单身男女有机会
跟全场异性进行亲密互动，还有“缘分
对对碰”“爱情按摩操”“真情告白”等精
彩互动环节，为单身男女营造轻松愉
悦的相亲氛围，促成美满良缘。

千佛山相亲会不过瘾，再来场八
分钟的爱情快餐吧！

【活动时间】8月30日(周日)

【报名方式】
1 .拨打热线电话：0531-82967520(接

听时间：9：00-20：00)；
2 .咨询QQ：1516324074；
3 .编辑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

高、学历发短信到13011716860；
4 .报名地址：解放路43号银座数码

广场1808室(华强地产对面)。

千佛山相亲会现场人山人海。

公益相亲 八分钟锁定爱情
八月将“脱单”进行到底！千佛山相亲会后，本月30日的“大型八分钟公益相亲会”将为泉城单身朋友继续免费开放，咨询电话：82967520

扫描二维码

直接报名

打劫式的景区涨价还要任性到何时

没有“退”路

□史洪举

自2007年国家发改委规定“三年
不涨价”后，每到“解禁年”许多景区便
迫不及待涨价。8月21日，记者梳理发
现，在宣布即将涨价的景区中，个别景
区还入选了国家旅游局2015年5月公
布的“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

“三年不涨”变成“三年必涨”，且
往往在旅游旺季时开始涨价已成多数
景区的习惯，一些刚入选“全国旅游价
格信得过景区”的景区同样我行我素，
显得格外讽刺。这警惕有关部门在景
区价格调整方面不仅不应撒手不管，
反而应强化监督，加强管理。

当前，多数景区门票价格调整由
省、市、县三级监督管理，缺少全国统
一部署。事实上，与之前各地的公路收
费站运营模式十分相似，多数地方政
府均是该辖区内景区的“隐形股东”，
从门票收入中获得分成。门票经济刺
激下，地方政府自然最有动力推动价
格上涨。在此情势下，授予地方政府行
使门票价格监管职能显然是让其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要求地方政府确
保门票不涨价无疑是与虎谋皮。

更直白地说，当门票价格成为地
方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时，物价、旅
游、发改委等地方政府部门不仅不会
动真格行使监管职能，却极有可能想
方设法创造涨价条件，寻找涨价理由，
以走过场的听证问卷方式为涨价背
书。

根据法律规定，被景区圈起来的
森林、山岭、草原、河流、海域等资源属
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是全体民众共

同的财富。这决定了景区不能像饭馆
酒店一样想涨价就涨价，想涨多少就
涨多少。目前的涨价乱象说明价格管
理机制出现了漏洞，以致于打劫式的
涨价越来越任性。

解决景区票价“三年必涨”的混
乱局面，需要国家层面的景区价格管
理机制，形成全国统一的门票定价制
度。以景区类型、级别、知名度为参照
因素，普通景区调价权由省级政府部
门行使，面向全国游客的重点景区调
价权则应像电价、油价、高速公路通
行费一样，由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尽
量减少有涨价冲动的地方政府的参
与度。

此外，还应要求拟涨价的景区公
开包括景区建设、投资来源、收益负
债、盈利分成等的运营状况。惟有如
此，才能有效化解涨价乱象，确保旅游
资源回归公共性和公益性，促进旅游
产业健康发展。

当门票价格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时，地方政府部门不仅不会动真格行使监管职能，却

极有可能想方设法寻找涨价理由，以走过场的听证问卷方式为涨价背书。

“不拒绝避雨”
值得点赞

前天下班，走到六里山南路附
近时下起雨来，而且伴着大风，于是
我躲进路边一家鲜花店避雨，与我
前后脚的还有一位老人，店主看到
老人浑身湿透，还为老人倒了一杯
热水暖身子。

我在泉城工作多年，自身经历
或看到不少遇到大雨天到路边店避
雨被拒的事儿，店里工作人员或者
担心避雨者弄脏了地面，或者担心
发生意外担责，往往将避雨者“拒之
门外”。

接纳躲雨者其实也是助人行
为，因此我觉得，店主不拒绝市民避
雨，尤其是关爱老人的善举非常值
得点赞。第三届泉水节即将启幕，届
时会有大量外地游客到济南参观游
览，真心希望，广大市民都能用实际
行动展示泉城风采。

——— 读者 朱风翠

一家言

欢迎您就本地或国内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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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去超市购物，进入超
市后就听到一名女顾客让一小伙子
离她远点，说小伙子雨伞上的雨水
把她的裤子打湿了。小伙子虽然跟
那位女士赔礼道歉，但那位女士还
是不依不饶。眼看纠纷要升级，旁边
的一名老大娘从包里掏出两个塑料
袋递给两个人，让他们将带水的雨
伞装进袋子里，一场矛盾才得以解
决。

每当雨季来临，在公共场合总
会遇到一些小烦恼，有的是雨水打
湿了公交车上其他乘客的衣服，有
的是无意中弄湿了座位，甚至有因
车厢里湿滑乘客摔倒的事儿。

那么该如何化解雨天乘车的尴
尬呢？笔者觉得，广大市民在雨天出
行不妨带个塑料袋，无论是乘坐公
交车还是外出购物时，都及时把带
雨水的雨伞装进塑料袋收起来。如
此才会减少矛盾和纠纷，不断促进
和提高城市文明度。

——— 读者 秋实

雨天带伞的同时
最好再带个塑料袋

盛翔：面对“洒水降尘治霾扬汤止
沸”的外界指责，郑州相关部门可能会
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排斥心理；确
实，做起来永远要比什么也不做更好，
只 不 过 治 霾 绝 非 大 量 洒 水 那 么 简
单——— 治标的表面功夫要做，治本的
深层问题更要解决。比如郑州市年燃
煤量3000万吨，目前却没有一台锅炉
做到超洁净排放，光是这一项，就有极
大的治霾空间。

夏熊飞：按理说如此常识性的错
误是不应该出现的，分析原因，无非两
个：一是釜底抽薪的治霾乏力，只得用
如此手段让检测数据、市民直观体验
不至于太糟糕；二是长官意识作祟，领
导遭遇了更高层面的压力，急于求成
出治霾效果。治霾需要壮士断腕的决
心，怕就怕舍不得关停那些高污染的
税收大户，而用透支未来的洒水来敷
衍环保部门与民众，掩盖真问题。

段思平：相比其他方面，洒水降尘
是最容易做的，也最容易拿出来当政
绩说的。但是一方面，持续消耗水资源
对于缺水城市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
伤害；另一方面，仅流于表面的治理，
会一再让城市错失雾霾治理的重要时
机，最终导致积重难返。这种粗放、功
利的治理模式，也许在短期内能帮助
郑州在大气环境排行榜上提升少许名
次，却注定不可持续、难以为继。

缺水城市“洒水治霾”是种懒政

点点评 近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国均值1/10的缺水之城郑州，为降尘治理雾霾，市区洒水日
耗3 . 5万余吨。此举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发市民持续热议，质疑声众。有专家认为，洒水对扬尘
有作用，但抑制不了雾霾。

“以前总认为干部退
休后就进入‘保险箱’了，
没想到退休后‘带彩’打牌
也要被处理。看来退休了，
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日
前，湖北老河口市纪委通
报的退休干部黄某“带彩”
打牌将被查处一事，引发
当地党员干部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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