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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景区知错就改是对游客负责

我为啥不吃

买的饭

@lws008：小学一年级，本人很荣幸地当选为“小队长”，
职责是检查红领巾。当天下午学校组织检查红领巾，真巧了，
我忘戴了，当天当选，当天撤职。都来聊聊上学时当过什么班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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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当过什么班干部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

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

在互动版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

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

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

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

《我有话说》栏目欢迎您的

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评报区》、《一

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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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想有为，先得补补课我有话说

隔毛旭松

塔山有烟台“父亲山”的说
法，塔山方面在景区内放置一石
刻，本寓意“父亲山”，不想三字实
为赵孟頫《急就章》集字“文章
山”。景区经理联系书法专家，决
定从赵孟頫急就章中选定合适的

“父亲”二字，尽快抹去“文章”后
重刻。

本想通过名家书法来表达
“父亲山”，却不料选成了字形相
近的“文章山”，然而意境却南辕
北辙，也算是闹了个不大不小的
乌龙。好在景区虚心听取游客意
见，积极联系专家，促使问题得到
迅速解决。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塔山景区这种面对错误积极改正
的态度值得肯定。

塔山景区游人如织，“藏龙卧
虎”也未可知。当懂行的游客通过
媒体把问题反映给景区，塔山景
区负责人并没有藏着掖着，生怕
出丑，而是开诚布公致电媒体联
系业内行家寻求整改方案。这种
做法实际上是秉着对景区形象负
责，更是对游客负责的态度。

试想，如果景区装聋作哑，不
管不问，不对石刻进行任何修改
说明，那么将继续误导不明真相
的游客，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游客
都是书法行家。塔山游客中少不
了外地游客，拍照留念是游客出
游的必然选择，一旦外地游客将
照片传到全国各地，真是遇到内
行，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诚如烟
台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德志所
担心的，“让外地游客觉得烟台人

不识字、不懂书法 ,落个没文化的
口实。”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
半点含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是个人都有马虎的时候，犯错不
可怕，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避
免今后再犯错。然而，就是这个谁
都明白的道理，落实起来却困难
重重。有些部门出了错不是主动
承担责任，而是相互推诿踢皮球，
一味强调客观原因，就是不从主
观上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加以改
进；还有的名人明明犯了错，却因
为所谓面子问题，不敢面对，更不
肯承认，甚至编造各种借口混淆
视听。

面对错误的态度，看似面子
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境界问题。像
景区石刻出现错字的情况，肯定

并非故意为之，只要本着海纳百
川的气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坦
然承认错误，真诚感谢大家的批
评并加以改正，景区不仅不会丢
面子，反而会赢得市民的谅解和
尊重。

当然，石刻错字这件事也提
醒景区，如果当初选择名家书法
时能够经过充分研究，这种错误
完全能够避免。所以，在涉及到景
区形象以及游客利益等问题时，
还需进一步扎实严谨，未雨绸缪
将潜在的错误剔除，尽可能做到
良好愿望和完美结果的统一。

无论如何，塔山景区的态度
值得肯定，希望塔山景区能够像
景区负责人所说，在市民和游客
的大力支持下 ,做好烟台的“父亲
山”。

@铱然：宣传委员，说实
话，当了一年了我也没弄明白
这是个啥职位。

@裙带渐开：化学课代
表，不过只当了几周。因为不
写化学作业被撤，因为参加化
学奥赛再次上岗，因为历史考
试不及格再次被撤。

@yierwu563：我只当过英
语课代表，因为作业收不上
来，然后就不让干了。

@陌上独行：我初中时当
过扫雪大队长，任命第2天就
再没下过雪。

@心有大未来：小学纪律
委员因为太调皮，后来是劳动
委员，但实在管不好。初中体

育课代表，学生会检查宿舍，
又当过物理课代表、历史课代
表、高中体育委员，升国旗时
护送国旗。

@事妈：卫生委员、劳动
委员不干活，我干了好几年从
来不安排自己值日。最好玩的
是每周学校年级大检查，可以
去别的年级教室检查，顺便看
高年级帅哥。

@云柳轻烟：可笑的是我
经常政治课提问答不上来被
罚站，还当了四年的政治课代
表，负责刻印卷子，批卷子，整
理分数，排名次。

@jw121 0：高中做过语
文课代表，带头不写语文作

业，还以此为交换条件让其
他课代表可以不写语文作
业，我不写其他课代表那科
的作业。

@幸福青鸟：所谓的班干
部就是从小接触最早的中国
特色吧，有幸自己什么职务都
没干过。

@往事变成回忆：上初
一，刚分班正好赶上开秋季
运 动 会 ，我 们 初 一 共 1 2 个
班，我 3 0 0 0米第一名，成绩
1 0分 8 8，全校第一名。当时
副校长就对我们班主任说，
他就是你们班的军体委员
了，一当就是4年。

来源：烟台论坛

隔王春红(蓬莱市)

和我搭伴打工的姐妹都
知道我不吃买的饭，为啥 ?每
当 有 人 问 起 ，我 总 以 一 笑 置
之。其实，直说无妨。出门打
工，高级的咱吃不起，对不上
档次的食品又不大放心，不如
自己带点饭凑合一口，吃着踏
实。

我曾有个邻居做馒头包
子卖，那叫一个火！施工队老
少爷们、服装厂姐妹来买的人
真不少。可我注意到他家向笼
屉输蒸汽的大黑胶管，顿生疑
惑，此管益于健康？有亲戚送
快餐，她明侃：拿餐料不挑次
的下手，加工不马马虎虎，还
赚什么钱？

还有啊，摆饭摊的到饭点
时，忙起来恨不得手脚并用，
加工装盘的手又收钱找零，卫
生与否谁不心知肚明？再说一
细节，就是炙热食物装塑料袋
或吹塑饭盒。专家一再讲这样
会造成污染，危害健康。买的
卖的，难道真的一无所知？

有人说我穷讲究，好听点
的说我有“洁癖”。我想，如果
这也算“洁癖”的话，那我还得
继续留意，向病从口入说不！

经济增长被污名化时，常常
以环保为由。不错，没有增长也就
没有污染，但现在不是19世纪了，
有现成的技术做到经济发展和环
保兼顾。近年来环保全面塌陷主
要是监督和执法的问题，当然也
有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合理
的因素。通过经济减速防污染是
因噎废食，其背后的代价是城市
青年人失业和农民工收入的减
少。

——— 屈宏斌(经济学家)

希望2020年基本落实带薪休
假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出现了8小时工作制，逐步又进步
到带薪休假。发达国家经过60-80

年的时间，使带薪休假制度得到
较好的实现。作为管理旅游行业
的政府部门，我们感觉到需要去
推动它，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的作用就是促进、推动。

——— 邵琪伟(国家旅游局局长)

新闻：100公斤麦秸秆装车、
上面覆盖着塑料膜，年近七旬的
老人弓身穿行街头，拉着它们显
得颇为吃力！昨天下午，在郑州
市嵩山南路，一位等活的民工目
睹此景心头泛酸——— 老人的境
况，极像父亲当年辛苦操持家
庭；他赶紧掏钱买下麦秸，让老
人回家。(中青网)

点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
中……

新闻：15日晚郭美美为庆祝
生日包下整间酒吧庆祝，派对热
闹奢华。1 7 日她在微博分享照
片，包括着低胸装和迷你裙、近
乎半裸的性感照及她的拼色爱
马仕包。不少网友纷纷发微博怒
斥。(大洋网)

点评：别拿郭美美出气，查查
她背后的人。

新闻：三亚中级人民法院耗
费4000万装修办公楼，却因加装
了过重的钢结构和过多的装饰
材料，使大楼主体出现了倾斜，
成为“危楼”，4 0 0 0万打了水漂。
目前，未装修完的办公楼已被移
交市住建局，三亚中院另获新址
建设新办公大楼。(荆楚网)

点评：没事，都是纳税人的钱，
不花白不花。

新闻：湖北襄阳公交车上安
全锤一年丢千余把，近日，市公
交总公司称，将在一辆公交车上
放置应急砖试用，驾驶室、后车
厢角落各放两块，若可行，将在
全线路推广。据悉，该办法系一
名公交司机看见精神病人用砖
块砸破公交车前门后产生的想
法。(中新网)

点评：一把锤子一块砖头，考
验的是公民素质。

┬邵静娅(海阳市)

高考、中考落下帷幕，走出
考场的诸多学子们拥有了近三
个月的暑期生活。怎样打发漫长
的暑假，初中生有初中生的想
法，高中生有高中生打算。据《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6月10日调查
发现 ,学生们的安排丰富多彩 ,有
人要学习打游戏、有人要对喜欢
的人表白、有人打算开始环游世
界，还有的涉及减肥、打工、学
车、学做饭、继续学习等项目。

应该讲，这些安排只要合
情合理合法，那就是有意义的
事，作为家长应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给予理解和支持，因为
做父母不可能一辈子陪着孩

子，一味地呵护孩子，孩子将来
升高中上大学，如果缺少生活
实践，匮乏生活经验，将来如何
度过高中和大学阶段的集体生
活？所以，考生们在暑期适当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件事上，考
生家长们应当放心，可以放手。

但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放心
不等于放松，放手不等于放任，因
为孩子走出家门，走出校门，认知
辨别能力有限，现实社会不是游乐
园。因此，当家长的有责任有义务
及早地再给孩子补补课，很有必
要，迫在眉睫。

一得补上“安全课”。这门
课得加大“扫盲”力度，天天讲，
不怕絮叨，别嫌重复，得很严肃
地教育孩子把安全这根弦时时

刻刻都得绷紧了，因为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一起
都是空谈。

二得补上“自救课”。要把这
块“盲区”早早消除掉，教会孩子们
科学的救护常识，科学地掌握救生
和逃生技巧，告知孩子一旦出现危
急情况，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懂
得如何救护别人。

未雨绸缪，警钟早鸣。全家
人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手拉手
说说话，面对面提提醒，把该补
的课程早早补上，该敲的边鼓早
早敲打，该堵的窟窿早早堵上，
在暑期这个“危险高发期”，抓紧
抓牢抓好安全教育管理，让孩子
们开心平安地度过一个有意义
的暑假。

┬孙宝庆 (芝罘区)

近期，市区出现几起偷盗
树木 的 情 况 。偷 盗 者 不 顾 法
律，明目张胆，恣意妄为的行
为让人震惊。每一位有社会责
任感的人，每一个正直的人都
会感到愤怒。

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那
些偷盗者能够幡然悔悟，痛改
前非。若一意孤行，终究逃脱
不了法律的制裁。

园林部门也应该针对树木
被盗的现状，总结经验教训，
进一步增强责任心，研究制定
防范措施，千方百计克服工作
中的难题，将树木被盗造成的
损失降低到最低。

偷盗树木者

真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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