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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苹果万千，烟台领鲜”、“烟台苹果，中国味道”……

千封邮件妙赞烟台苹果
本报烟台1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娜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曹永勋)

5日本报和烟台市农业局启

动“为烟台苹果征集广告语

及包装盒(箱)设计方案”活

动以后，咨询电话一直响不
停，光电子邮件就收到了近
1000 封。

“苹果万千，烟台领

鲜”、“回忆酸，品味甜———

烟台苹果，中国味道”……

征集来的广告语可谓丰富
多彩。其中最短的只有 5 个
字———“烟台苹果，赞！”还

有热心人士专门写了 5 言
诗。

“《齐鲁晚报》的读者太

热情了，全省各地市民都打
电话咨询。”11 月 7 日，烟
台市农业局的工作人员说，

“这些邮件来自济南、泰安、

临沂、济宁、东营、潍坊、枣

庄等，还有湖北、江苏等外

省的市民献计。”

“一封邮件里面只写一
条广告语的很少，一般都有

五六条。”工作人员打开一
封来自江苏南通的邮件，这

一封邮件里面共记录了 22

条广告语。

“我在济宁当兵，老家是

烟台的，看到《齐鲁晚报》为

烟台苹果征集广告语，感到

特别亲切，我现在没办法上

网发邮件，你给我记下来

吧。”有读者突然来了灵感，

就拨打热线说自己的创意。

“按照我们的规定，广告语要
以邮件内容为准，不记录口
述，但是他太热情了，就给他

破了个例。”工作人员说。

“烟台苹果不是一个品

种而是一个品牌，如果能够

形成一个朗朗上口的口号，

就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记住烟
台苹果。我们成功申请了烟
台苹果地理商标，要把它做

大做强，发展下去。”烟台市

农科院副院长姜中武说，“社

会力量的参与，能让烟台苹

果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本次活动截稿日期是
2010 年 11 月 18 日。广告
语及包装盒的设计方案，最
终将由相关专家组和市民

投票评定产生，最佳广告语

设计者 1 名，奖励 2 万元；

最佳包装盒(箱)设计者 2

名，各奖励 1 万元。

都市快生活催生“懒人植物”

好养活的曼地亚红豆杉受追捧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
(记者 刘爽)“曼地亚红

豆杉被称为‘植物大熊

猫’，价格不菲，是不是很

不容易养？”不少想在冬

季选择一些环保绿色植

物的市民都有同样的困

扰。记者为此探访了山东

省首家引进曼地亚红豆

杉的南郊宾馆园林公司，

了解到红豆杉既耐高温

又耐低温，非常容易养
活。

曼地亚红豆杉以其

净化空气、防癌、驱蚊防

虫等功效越来越受到市

民关注，但是因其不菲

的价格，令许多人认为

它是贵族植物，培养起
来或许非常困难。近日，

在南郊宾馆园林公司红

豆杉基地，记者从园艺

师那里了解到，曼地亚
红豆杉是地地道道的

“懒人植物”。

园艺师赵师傅说，红

豆杉耐温又耐寒，在温度

高达 41 摄氏度时，依然

生长良好，在零下 6 摄氏

度时还能够微长，四季常

青。赵师傅告诉记者，

“每20天左右施一次腐
熟的稀薄液肥就可以保
持叶色浓绿，每1至2年

的春季翻盆一次就可以
保持植物健康生长，此
外，红豆杉可驱蚊防虫，

能够伤害树木的害虫绝

大部分无法伤害红豆

杉，抗病虫能力强，无需

用农药也能够健康成长，

且生机勃勃。”

南郊宾馆园林公司

总经理周建国介绍，曼地

亚红豆杉不仅能够改善

空气质量，具有“内在

美”，还具有“外在美”。它

树干通直、树姿优美、叶
色浓绿，种子成熟时鲜红
饱满。与普通植物相比，

红豆杉很好地将“内在

美”和“外在美”融合在了

一起，加上其耐阴、耐低

温、常绿、抗逆性强、耐粗
放管理等特性，更适宜在

室内摆放。

周建国还介绍说，

“红豆杉是典型的‘懒人

植物’，无需经常浇水、翻

土，适宜粗放管理，容易
成活，十分适合现在快速

生活节奏的都市群体种

植。”

如果你想了解曼地

亚红豆杉的具体信息，可
以拨打南郊宾馆园林公司

的咨询电话：85188203、

15668375732。

从前>>

一个广告增加三成国外客户
“大自然的造化、烟台人

的奉献。烟台苹果、健康生

活”，这则15秒的形象广告，

2003年在CCTV4连续以每

天12次的频率滚动播出了3

个月。这是烟台苹果第一次
大规模地做广告。

“当时那次形象宣传是

由烟台市政府发起的，宣传
费用由12个种植烟台苹果的

县市按照种植数量和产量从
财政上分摊。”7日，烟台市苹

果协会会长赵培策说，那次

通过广告亮名片，确实对烟
台苹果起到了促销作用，当

年仅国外客户就增加了三成

以上。

记者走访发现，烟台市

民提起烟台苹果都非常自

豪，但是说到烟台苹果的广

告时，大家就摇头了。多数市

民只对“走遍天下，唯有栖
霞”印象比较深刻，而有的市

民称不知道烟台苹果还有广

告语。

栖霞苹果的一鸣惊人，

始于1999年那则脍炙人口
的“走遍天下，唯有栖霞”的

广告。11年过去了，栖霞苹
果的名号一直被市民铭记，

不得不说那一次广告非常

成功。

“栖霞苹果、招远苹果、

龙口苹果其实都是烟台苹
果，各地拧成一根绳，把整个
烟台苹果的名号打响了，烟

台各产地的苹果才能有好出

路。”烟台市农科院副院长姜

中武说。

现在>>

100多个品牌不能再各唱各调

2008 年 12 月 3 日，“烟

台苹果”地理标志商标注册
获得国家商标局批准。然而，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众多果

企对“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不待
见”。“酒香也怕巷子深啊。”

赵培策对此一脸无奈。

烟台苹果的包装没有形

成统一的模式。记者在烟台市

场发现，烟台苹果的包装盒有

七八种，以红色和绿色为主打
颜色。栖霞市润达果蔬保鲜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说，“我

们在向外销售苹果的时候，用

的包装盒是不一样的。南北方

的销售商对包装有不同的喜

好，所以很难统一。”

烟台市苹果协会曾针对

烟台苹果做过一个调查：目

前全市上规模的苹果仓储购

销企业拥有各类苹果品牌 50

多个，加上各种小企业和经

纪人使用的各种品牌、标识，

总数多达100多个。烟台苹果

的自家后院，品牌之战已然

狼烟四起。

“上百个品牌各吹各的

号、各唱各的调，把一个好端

端的‘烟台苹果’品牌搞得四

分五裂。”赵培策说，只有重

新塑造“烟台苹果”这个大的

品牌，各个小品牌也就会抱
团发展了。

赵培策说，前提是烟台

品牌要喊得响。“这次征集广

告语以及财政投入的程度，

都说明了政府都是重视烟台

苹果这个品牌的。”

一些市民从没听说烟台苹果广告语

烟台苹果，酒香也怕巷子深
本报记者 崔岩 李娜

烟台苹果香天下。

烟台苹果鲜天下。

烟台苹果鲜中华。

烟台苹果红中华。

烟台苹果——— 农民金饭碗，

中国好味道。

烟台苹果——— 沉甸甸的收

获，甜丝丝的口味。

回忆酸，品味甜——— 烟台苹

果，中国味道！

千年齐鲁风，一品苹果

香——— 烟台苹果。

好山好水好苹果，原汁原味

原生态。

生态烟台苹果，引领绿色生

活。

烟台苹果，赞！

生态烟台，一品苹果。

苹果万千，烟台领“鲜”。

心驰烟台每一刻，情醉苹果

每一颗。

人间仙境烟台美(秀)，一品

苹果香中华。

人间仙境烟台美(秀)，一品

苹果鲜中华。

“果”·鲜天下，“香”·飘中

华——— 烟台苹果。

烟台苹果，驰名中外。

苹果魅力，烟台演绎。

品味生态苹果，领略绿色烟

台。

品味烟台苹果，领略人间仙

境。

梦寻烟台，情醉苹果。

烟台苹果，绿色时尚。

烟台苹果，充满阳光的味

道。

广告语

征集摘录

寻找老英雄

找到多个“王震”

本报济南 11 月 7 日讯(记
者 吴金彪 )11 月 2 日本报

A07 版刊登了寻找老红军王

震的报道后，已有多名“知情

人士”提供线索，但目前仍然

没有老英雄及其后人的确切

消息，希望热心读者继续拨打

本报 96706 热线提供线索。

11 月 2 日济宁的王先生来

电说，他听老人说过当地有一

位叫王震的，不过具体情况不

清楚。11月 3日下午，一位自称

王震外甥的孙先生打来电话，

但是记者联系后，对方又表示

不能肯定，需要再联系核实。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

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发动武装

起义，史称“宁都起义”，共有

1 . 7万余国民党官兵加入红军，

王震就是起义将士之—。宁都

起义时，王震在第73旅旅长董

振堂麾下从事无线电通讯工

作。参加红军后，王震由于技术

过硬，被任命为红军新闻台台

长，任职报务主任。

在首个建军节上，王震等

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离

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王震则留在了瑞金，继续开展

游击战争。然而由于斗争形势

复杂，王震与原单位失去了联

系，至今杳无音信。

明年就是“宁都起义”八

十周年纪念。由于王震早期的

重要功勋，其所在单位迫切希

望找到他或他的后人。王震这

个名字是他在参加“宁都起

义”加入红军时登记的，其出

生年月应在 1910 年以前。由

于冯玉祥旧部大多来自山东、

河北、陕西和甘肃四省，所以

老英雄王震很可能来自山东。

烟台的苹果，伴着那句“烟台苹果莱阳梨”

而走红天下。但在品牌之路上却遭遇了种种不

如意，当地人很少能说出一个关于烟台苹果的

口号，并且在自家后院，品牌之战已狼烟四起。

格新闻链接
参与者可以通过书信

和电子邮件的形式投稿。书

信邮寄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毓西路 16 号，烟台市农业

局产业化科，邮编：264000；

电 子 邮 件 ：y t n y 0 0 1 @

sina.com。联系电话：0535-

6692162；联系人：李淑舫。

就本次活动，读者也可拨打

本报的96706热线电话发表

意见和建议。

冷藏厂的工人正在把即将入库的苹果分类处理。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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