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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大妈开始“转行”了。在江苏
徐州，大妈们不再跳广场舞，而是开始暴
走运动。每晚七点半，三人一排，整齐的
队伍，着装统一，豪迈的步伐，伴随着广场
舞激昂的音乐，大步向前暴走，迅速将周
边道路“占领”。但由于暴走团经常占用
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矛
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对暴走进行规范。

“转行”的大妈依旧没有逃出舆论的
“围剿”。暴走本是一项比较“时尚”的运
动，但因为有“中国大妈”参与，它的格调
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从广场舞到暴走，当
下的中国社会，只要和大妈发生了联系的
健身活动，都有可能“变味”，至少在舆论
视野中，它会变得不那么招人待见。

大妈们的健身观确实值得反思。没
有了边界意识，广场舞变成了扰民活动，
暴走同样如此。规模化的暴走队伍不但
影响交通，对大妈自身也不够安全。缺乏
了边界意识的健身观要矫正。但是，一味

地批评大妈们只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
有些不够客观。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城市
中，总得有一个角落让她们锻炼身体。当
大妈们因为暴走再次成为舆论调侃的对
象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借此反思城市规划
和建设是否缺乏应有的“健身观”呢？

谈及健身，我们的社会几乎是处于
“分裂”状态。一方面，舆论一直在呼吁人
们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往小了说这是公
众健康的需要，往大了说这关系到一个民
族的体魄和精神状态。但另一方面，健身
活动场所却一地难寻，城市里屈指可数的
体育馆或者体育中心，似乎主要用于举行
大型运动会或者演唱会，平日里很少对公
众开放。中国的城市建设越来越追求“高
大上”，在规划建设方面却很少有“健身”
意识。按照《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
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居住区、小区级每千
人体育设施用地为200到300平方米。但
现在很多小区尤其老城区小区，普遍存在

健身区被占用为停车场、市民活动量远超
健身区承载能力等问题。

我们也常常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城市
中的公共健身场所是如何完善。无论是在
澳洲的海滨，还是在巴黎郊野，或者在伦敦
的闹市区，都能发现专为骑车人或长跑者
铺设的道路，并且都有明确标志，以防机动
车误闯。而反观国内城市，很多喜爱体育
锻炼的人只能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
的戕害，无奈地沿着被交叉路口、红绿灯、
台阶弄得断断续续的人行道瞎跑一气。

城市健身硬件设施的缺失，导致健身
观念无法落地。健身锻炼的诉求过于强
烈，又往往造成了人际社会方面的冲突。
所以，面对大妈“转行”暴走，我们是否可
以停止调侃，认真考虑下城市建设如何完
善健身设施方面的短板？过度的调侃，再
严肃的社会问题都可能被娱乐化，而如何
满足人们的健身需求，从来都不是一个娱
乐话题。 （陈方）

“市面上不少洋水果是国产水果冒充
的！”7月16日，本报A7版报道，一些国产
水果贴上洋标签后，其身价陡増，而且消
费者很吃这一套，对“洋水果”大为追捧。

披了件洋马甲，国产水果就变得有价
有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笔者想来
有几方面原因：一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
频出，水果界也难逃魔掌，近年来膨大剂
水果、打蜡水果、化学染色等事件被一一
曝光后，人们对很多国产水果的食品安全
渐渐失去信心，于是大家将目光投向国外

市场，认为洋水果质量好、安全有保证。
二来，部分消费者存在崇洋心理，在购买
洋产品后能获得满足和虚荣感，而商户便
顺势利用这一点，大肆鼓吹洋水果质量
好、口感好、有机无公害等，迎合消费者的
心理，从而给假洋水果泛滥撒下了生长的
土壤。

要走出这个怪圈，除了如文中所说，
市民在购买时要转变观念、仔细辨别外，
工商、农委等相关部门也应该及时出手，
对市场上伪造洋水果的现象开展亮剑行

动，让水果商认识到冒充作假的后果，而
不是心存侥幸、蒙混过关。另外，要进一
步加强对国产水果食品安全情况的监督
查处，提高水果种植户和经营户的诚信意
识。今夏我市将有10大类、近50种地产
水果“结伴而来”，其中不少是首次亮相的

“高大上”新品种，如何保证这些水果从生
产到流通环节的安全，让我市市民吃到放
心又实惠的本土产品，期待相关部门全程
追踪、常抓不懈。

（朱小妹）

放暑假了，安徽男孩小俊第一次来到
靖江，家里有三个兄弟姐妹，每年只能有
一人来跟爸妈过暑假，今年终于轮到了
他。在这长达 40 天的团聚里，爸妈会帮
他和两个姐姐把过年的新衣服买好，因为
寒假车票贵，就不一起过了。在靖江的日
子，小俊都掰着手指头过。别离对这个十
二岁的孩子来说，似乎并不容易。

这是近几年在我市经常不断“轮回”
的现象，每年寒暑假，迎来送往的车站
里，数百名“小候鸟”和农民工们上演着
欢聚与悲离。善良的人们此时总会想

到，“小候鸟”们能不能不飞走或去往远
方留在父母身边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
并不难，一方面家乡经济发展起来了，远
方的父母就可以回乡就业；另一方面，在
城市里好好干，在异乡安家落户，自然就
能团聚。

只是在现今的条件下，想要实现这个
美好愿景并不容易，“小候鸟”们还是需要
社会给予多一些关爱。近几年，在外来务
工人员较多的广州等地，不少企业会多给
员工假期，让父母与孩子相聚的时间更多
一些。我市也作出一系列探索，在东兴

镇、靖城街道等地，“留守儿童爱心辅导
站”、“留守儿童援助站”等如雨后春笋般
壮大，让孩子们不再留守。这些都是关爱

“小候鸟”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可喜开
端，但要想要真正给予这些“小候鸟”一个
安稳的家，还需要从用工制度、教育机制、
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针对性解
决。

关爱没有终点，盼这样的别离不要成
为“小候鸟”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负担，盼
日后飞来飞去的“小候鸟”越来越少。

（孙夏）

从大妈“转行”暴走反思城市健身观

跳出披“洋”皮的怪圈

别让“小候鸟”飞来飞去

新闻：记者以干部身份联系上北京大学“后
EMBA班”招生办。“已招满4个班，每班40人，其中
一半是政界人士，报名得趁早。”一位姓张的老师
说:“学费66.8万元，党政领导干部行政级别须正处
级以上。” (新华社7月16日)

点点评：同学里有女演员吗？

新闻：网友“狂飙的病毒”微博爆料“在动车上
买15元的盒饭比较难”,乘务员先是说只有35元以
上套餐,而在他宣称要投诉的时候,乘务员居然

“变”出了15元的套餐。 （现代金报7月16日）
点点评：服务早已经变味儿了。

新闻：14日13时30分，广元旺苍县司机杨铭
驾重型卡车行驶，因交通事故，车头悬空倒挂在近
10米高的河谷岸边，摇摇欲坠。生死一线间，困在
驾驶室内的杨铭，摸出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你别等我吃饭了。”后杨铭成功获救。
（成都商报7月16日）

点点评：读罢几乎落泪。

新闻：因为夜市影响生活，居民们在楼上装了
高音喇叭，每天下午5点准时“喊话”，呼吁取缔烧
烤夜市。生意一落千丈的商户则在街对面也安装
了喇叭对抗。政府部门很无奈：协调过、劝解过，
都不起作用，两头受埋怨。 （河南商报7月16日）

点点评：考验管理水平，交了一张白卷。

新闻：成都边检警官小刘发现一个旅客的护
照照片与本人有些似是而非，且他的英语比较蹩
脚，有冒充外国人的嫌疑。最终，该男子交代，自
己购买他人护照，并染须烫发打扮成外国人模样，
企图从边检蒙混过关。 （解放日报7月16日）

点点评：画虎画皮难画骨。

新闻：近日，四川农业大学一位男同学小宇在
课间时分冒充学生干部，以查课之名，向女生献花
表白。虽然某种程度上打动女孩的芳心，但他也
因此受到全校通报批评。该校学生处表示这是为
起到警示作用，防止其他同学效仿。

（新华报业网7月16日）
点点评：其他同学只有创新了。

新闻：盯着油漆变干，听上去是世界上最无聊
的工作，但在油漆公司工作的英国34岁的汤马斯
博士每天都用肉眼直接观察涂在墙上的油漆，或
用显微镜观察油漆变干过程中颜色的变化，并乐
在其中。 （国际在线7月15日）

点点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我市房价可下降的空间不大，目前
已到了购房的好时机”

——常州党报头版头条如此向广大
市民推介。

出处：中国江苏网

“我想退休后，冬天住海南，夏天住青
岛，春秋住济南”

——山东贪官张泽忠自述心路历程
时如此谈退休后的梦想。

出处：检察日报

“我们现在上班都带着辣椒水、防身
棍，以防万一”

——湖南患者家属逼医生下跪引发
不安，护士称带装备防身。

出处：新华网

“整个旅程我都感觉女朋友在我身
边，有喜悦、有悲伤，也有恐惧、后悔”

——佛山一90后杀女友载尸旅行多
地，被抓时称圆了和女友旅游的愿望。

出处：南方都市报

“现场官吏面对80岁老人下跪哭求，
不但无动于衷还笑容灿烂，还抓了两个村
民”

——网曝义乌官员面对讨说法的下
跪老人面露微笑。

出处：人民网

“你用法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时，你发现这
个法无人理睬；你用自己的手段来追回属于自己的
权益时，你发现你已经违法！怎么办才好？问谁？”

——北京200名民工埋锅做饭堵开发商，2名
高管被困6天。网友精彩跟帖。

“没事，到时再印个证就好，这次咱印成全中
文的，外国人看不懂，就没人来揭发了。”

——陈光标又放豪言：假证不影响我当首善，
4年内拿诺贝尔奖。网友调侃。

“想起那位骑自行车上班的副司长，却在家里
藏一亿多现金、烧坏点钞机的故事。都是一帮好
演员，戏子无义啊！”

——安庆书记旧日历上写演讲稿，会议用水
每瓶35元。网友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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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36820 江平路225号裕纶大厦

老庙黄金银楼
拥有老庙黄金

要多幸福，就多幸福

新东方学校
二级建造师培训、PLC编程
UG数控编程操作、CAD制图、模具设
计、电脑、会计师（会计证培训费900
元）。大专、本科学历班。推荐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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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新建路 173 号（三中对面）
分部：新桥镇土管所对面、斜桥新菜场门口
电话：84833836 84820420

专业经营各种规格，材质
的不锈钢材料，并提供大型剪
板、折弯、切割配料加工服务。

电话：84895715 84818799
手机：15961068657
地址:城北园区北二环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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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好 价格优 欢迎惠顾

买苹果到北斗 北斗电脑数码
iPhone5C、iPhone5S火热销售中

地址：靖江市老靖城中学东大门南 30米幸福南路 电话：89158915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周 云 扫一扫 加入北斗数码QQ群

“申万天天行情”（以收市涨跌评判）
07/16强势板块 07/16弱势板块
电力 航空
运输服务 船舶
公共交通 通信设备
建筑 互联网
商贸代理 医疗保健
交通设施 文教休闲
石油 日用化工
农林牧渔 半导体
银行 运输设备
房地产 元器件
沪指-0.15% 市场有风险，仅供参考
尊敬的投资者：友情提醒经常修改密码，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参与非法证券买卖
不参与非法证券咨询活动。
呼叫中心 84821700 靖江骥江路160号
全年招聘全日制营销员、取得资质从业人员
详见靖江人才网（http://www.jjrc.net）

欣欣家居建材广场
地址：人民南路 1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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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0231777 84833885
地址：靖江市江平路225号

靖江市南环路93号

借问汤包何家优？

异口同声“鸿运楼”

经得起考验的好地板
地址：百富绅三期B1门店
电话：84629968地址：百富绅三期2楼 电话：84629538

再一次改变饰界

天
睿
教
育

会计培训实验班

咨询热线：8488 8884
配送热线：18952627179
直营店地址：双港路52号

时代菜市场北门

三阳肉脯，
中国人的零食

签约包过 不过退款
随到随学 报名从速

白班、晚班、暑假班
三记学校全国成人高考招生简介
本科：会计、机械、土木工程、行政管理、法学、
农学、动物医学、水利工程、教育类各专业等；
专科：会计、机电一体化、建筑工程管理等。
全国成人高考辅导班二十年来合格率均为100%
联系方式：玉带路31号党校教学楼108室
徐老师13815985163 13228786957

环保、防潮、防火、不刷胶，直接贴
代理商陆先生13705261469

季市西康路4幢6号

米立方彩装膜壁纸登陆靖江

7月18日~24日上映国产动画片

《开心超人2》
下午3：00 票价统一25元

17日~24日上映言情生活片

《小时代3》
晚上7:30 票价：30元

票务热线：849０１６１１ 84901626

垂询电话：0523-84808135

扬 子 江 游 泳 馆
温水游泳，热水冲浴，水质一流，环境优雅，价格

实惠，并有知名教练进行游泳教学，是强身健体、休闲

会友，纳凉避暑和学习游泳的好去处，开放时间每天

12：00至24:00，欢迎广大市民光临惠顾。

有家·有爱·有欧派
衣柜：百富绅三期2楼
橱柜：百富绅三期一楼东大门A150—157
电话：84629266 89106789

会 计 函 授 站

地址：江华街136号（妇保所隔壁）
网址：www.jjkjxx.con 电话：84812889

★2014年度会计继续教育开始报名。

★会计从业资格班级类型：晚班、双休

白天班和暑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