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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网吧也要挣良心钱
□刘铭

6 月 30 日，本报记者走访城
区网吧发现，不少网吧准备了一些
二代身份证，也有些网吧运行两套
系统，给没有带身份证的顾客和未
成年人“开绿灯”。而有的网吧内，
有七八名十一二岁左右的小男孩玩
游戏，不少中小学生模样的孩子上
网已经不是秘密。(详见今日C7 版)

从去年9 月份起，市公安局网
监支队在全市网吧陆续安装二代

身份证阅读器，对违反规定的网吧
经营者，依法予以查处。此项措施
对遏制虚拟网络中不断出现的违
法犯罪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未
成年人上网这一问题也能得到顺
利解决。消息一传出，让不少孩子
家长解开了心头一个重要扣结，

“解决孩子网瘾终于有盼头了。”
然而，这个看似非常严密的实

名计划，在应用中却漏洞百出。实
名制真能绑住未成年人迈进网吧
的腿吗？其实根本不行。正读小学
初中 10 多岁的孩子，只要给了
钱，网管就给开通网络，让“严禁

未成年人入内”的标识成为空谈。
在实行实名制后，未成年人仍然
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网吧上网，
众多黑心网吧经营者可以靠各种
方法来绕开这个实名制系统，其
实都是利益作祟。

这或许与有的网吧经营者素
质较低有关，只要有钱赚，总有人
想尽办法“钻空子”，和主管部门
“打游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长
期保证这项规定的真正落实才是
根本，光靠偶尔的突击检查是不
够的，否则网吧上网的实名制还
是等于摆设，名存实亡。

网吧老板们，假如您的孩子
整天沉浸在网吧里，趴在电脑前
玩一些打打杀杀的游戏，不吃也
不喝，您会作何感想？假如您的孩
子因上网耽误了学业，您整天到
网吧找孩子回家，就能体会到普
通家长们的心情了。

反观另一方面，孩子玩网游，
堵不如疏。对课业压力紧张的学
生来说，玩网游像过去看动画、打
弹珠、踢足球一样，也是一种放松
方式。暑假期间，各位家长不妨让
孩子适度游戏，多带孩子外出运
动，引导其感受多种休闲方式。

街头小喇叭响得太早

在聊城市人民医院附近
居住的陈先生说，每天早上
六点，这个路口交通信号灯
上的小喇叭就开始响，只要
一听到小喇叭响，5 岁的孩
子就又哭又闹，天天睡不好
觉，早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
少，能不能改一下时间？

别把西瓜皮扔到楼道

劳动局家属院的居民李
女士说，最近邻居们都把吃
的西瓜皮放到楼道里，这一
阵天气燥热，瓜皮放一天就
腐烂了，汁水流了一地，还有
股恶臭的味道，本来楼道就
窄，这下走路都难。楼下就有
垃圾车，还是走一步路扔到
楼下吧。

维修人员刚走

电视又没信号

古楼北建校家属院的张
先生说，最近小区里好几户
的电视信号都不好，请来的
维修人员刚离开不到一天，
又没信号了。这样的情况都
连续两三次了，不知道是有
人故意破坏，还是本身就没
修好。如果真有人故意破坏，
那就请停手吧，大热天的何
苦干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事
儿呢？

(记者 杨淑君)

“说水城事儿，拉百姓

理儿。”每周五的《海言阁》

又与您见面了。

“有一说一”栏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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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事件进行评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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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言阁邀您发言

别让考公务员成为包袱

笔者认识几个这样的毕业
生，他们上大学时，似乎就坚定
了信念：非考公务员不可。在他
们的心目中，只有当公务员才是
最好的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是
浮云。毕业后，他们也不去找工
作，一门心思沉浸在考公务员
中，往往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磨
掉了自信，流走了青春。

有个好友大学毕业两年了，
没有找工作，一直马不停蹄地奔
波，参加各地的公务员考试，最
近一次的省公务员考试再次败
北。她找到笔者倾诉说：“考试的
时候，想到是背水一战就慌了，

今年准备得很充分，但还是没有
进面试。”在和她聊天的过程中，笔
者明显感觉到她的沮丧和无奈。

其实，他们是顶着巨大压力
的，毕竟不是学生时代了，不说
回报父母吧，起码要自己养活自
己啊。可是他们因为没有工作，
养活自己从何谈起，只能顶着心
理压力，继续向父母伸手。

在一次次考试不中的打击
下，他们渐渐失去了自信，认为
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越是这样越
不敢去面对找工作，继而导致心
态上的恶性循环。

好在经历了这些，他们大多
都反思审视这段艰辛的“考公”
路，渐渐地明白了：放下包袱，认
真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然后
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有个道理，笔者希望他们明
白：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
候，一定又为你打开一扇窗。

就在笔者写这篇文字的时
候，惊喜地看到好友的 QQ 签名
换成了：收拾心情，准备出发！

(王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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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时。本报 6 月 29 日 B07 版报道，不少大学毕业生放弃找工作，搬出校园后在学
校周边蜗居，每月花 300 元租一个 7 平方米的“格子间”，继续考研、考公务员等。有的人甚至考了
两年，一次次“饮恨”考场……

本期三人行，我们对这一人群说说贴心话，忠言逆耳，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和鼓励。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摆在
大学生面前的选择看似很多：考
研、考公务员、就业……但是，真
正走起来就会发现，其实可选择
的并不多，往往会有不少毕业生
高不成低不就，走上要么考研、
要么考公务员的考试之路。

这些毕业生的出路之所以
狭窄，是因为他们对职业规划的
盲目。笔者曾接触过不少大学
生，他们并没有适合自己的清晰

的职业规划，而是选择了随大
流：“周围的人都这样”、“父母想
让我这样” ……

不妨静下心来，审视一下自
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如果觉得自
己适合搞研究，考研对自己的前
途更加有利，那就认真地去考研
吧，相信只要你肯努力、肯用心，
就一定能如愿以偿，考上之后就
潜心投身学术研究；如果觉得自
己适合做公务员，能够青云直

上，那你就认真准备，尽管“考
公”很难，但只要努力地去追求，
相信终会有好结果。

未来的路是自己的，终归还
是要靠自己来走。选择一条自
己真正喜欢、真正适合自己的
路，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咬
住青山不放松”，相信在你不
断往前走的过程中，会惊喜地发
现一路风景。

(刘云菲)

海言阁

随大流让人找不着北

当大部分大学毕业生走向
工作岗位，或步入更高学府深
造的时候，大学周围又迎来了
一批“留守大学生”。有些人留
守，只为拿到更高学位，成为他
们想象中的“精英”。笔者认为，
其中不乏精英教育思想作祟。

诚然，不少高学历、受过多
年高等教育的人士都是社会精
英。但是，大学扩招了这么多
年，时至如今，大学入学率甚至
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研究生也
在不断扩招。最近几年，研究生
录取率一直在三成左右，有统
计数据表明，2009 年的研究生

录取率达 38% ，这一录取率是
近十年中最高的。 2009 年、
2010 年，教育部连年增加全日
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

时过境迁，如今的大学早
已不再是教育资源稀缺时的象
牙塔。当大批大学毕业生涌向
社会的时候，“大学生就业难”
也成了最近几年的热词。如今
的大学，其实早就从精英式教
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如果大学
生们还不肯走下神坛，抱着不
可一世的思想，认为自己多么
了不起，那你就真的OUT 了。

那些热衷于考研的“留守
大学生”，也应该清楚地认识
到，很多人选择考研，只不过把
大学校园当成临时避风港，两
年或三年走出校园后，可能面
临的是，研究生毕业不如本科
生好就业。

成为精英的理想值得追
求，但盲目一味地考研考研，你
有没有更长远地人生规划呢？

(杨淑君)

考上研就“精英”了吗

本报聊城 6 月 30 日讯(记者 杨淑君)
28 日，由本报《畅游天下》、聊城口岸旅行

社及山东国旅联袂打造的夏令营品牌“宝贝
计划”开营至今，已有上百人拨打本报报名
专线咨询，数十市民已经报名参加。

30 日中午，市民陈先生带着六岁的儿子
来到本报。陈先生说，他是市区一所中学的
教师，非常爱好摄影，在他的影响下，儿子也
喜欢摆弄相机。过不了几天就要放暑假了，
他想报个夏令营，带着儿子去看看外面的美
景，也能在夏令营的氛围中，教会孩子一些
东西。“小家伙一听说要带他出去玩可兴奋
了，非要过来看看线路，”陈先生说，他这个
有主见的儿子非要自己选线路。

根据报社工作人员统计，自从 28 日本
报夏令营报名电话开通以来，仅两天多的时
间，接到的报名咨询电话已经超过 100 个，
报名表上也已经填写了数十个人的名单。其

中，除了像陈先生这样，带着孩子来咨询报
名的，还有不少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高考
的学生。“过了暑假，就要到新学校学习了，
我想出去玩玩，回来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
去。”今年刚刚考上聊城一中的小成说，他对

“黄山、千岛湖、杭州大巴四日游”非常感兴
趣，听父母说价格也不贵，就直接来报名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家长为孩
子咨询报名参加夏令营，都是冲着夏令营的
气氛来的。市区一位姓李的家长说，平常孩
子过得累，除了日常的学习，周末还要去参
加这样那样的辅导班，好不容易有个长假，
他宁愿请几天假，也想带孩子出去开阔一下
视野，让孩子在快乐放松的环境中学到知
识。“孩子还能在夏令营中结识新朋友，学学
交际技能。”

此次推出的“宝贝计划”夏令营是是根
据国家旅游局全面提升中国旅游品质的要

求，为聊城的家长和孩子们创造一个最为专
业、安全，且寓教于乐、主题突出的夏令营品
牌，包含七条旅游线路，涵盖山水人文景观，
还包含科普教育，并且除了国内游的线路，
还有港澳出境游，因为是实力比较雄厚的旅
行社联袂打造，也给出游客最低的优惠价
格。

市民可拨打本报开通的两条报名专线：
0635-8277793 和 15163516508 报名参加。报名
地址：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广告中心(聊城市
兴华西路与向阳路交叉口古楼街道办事处
二楼)

格相关链接

七条国内外路线任你选
1 . 游天下第一奇山，体验人间天堂美

景——— —— 黄山、千岛湖，杭州大巴 4 日游，每

周四早 4：30 发团，1160 元/人；
2 . 海滨任我行，冰爽一夏天——— —— 秦皇

岛北戴河山海关海滨冰爽 4 日游，每周四早
5：30 发团，690 元/人；

3 . 开眼界，增友谊——— —— 港澳双飞亲子
游(含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7 月 5 日、3880
元/人，7 月 19 日、3980 元/人，7 月 26、29
日、4380 元/人；

4 . 感受大韩文化，体验不同于中国式的
校园氛围——— —— 韩国文化交流亲子夏令营，
7 月 8、15、22 日，2180 元/人(含小费)；

5 . 畅游首都，走进科技——— —— 北京科普
教育 5 日游，每周三发团，900 元/人；

6 . 海滨任我行，冰爽一夏天——— —— 日照
青岛 3 日游，每周五发团，380 元/人；

7 . 爱在天地间，济南月亮湾——— —— 月亮
湾都市庄园 1 日游(爱拼才会赢唯一拍摄
地)，每周六发团，198 元/人。

上百人打热线咨询“宝贝计划”
本报夏令营专线继续接受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