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箱”式的细节体现城市品位

@mindhack：最近到各地出差，到处看到宾馆、酒店
打出横幅“谢师宴，火爆预订中”，心中五味杂陈。

诚然，我们理应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老师的栽
培，但是感恩，未必就要摆谢师宴。如果多年后你依然记
得你的良师，你是否回去探望过？如果多年后你功成名
就，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的老师们？

谢师宴是该禁止还是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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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师宴值得提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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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银海熙岸：全优质配套，全优居生活

当人们扎堆拥挤在老城区
时，地段还有多重要？当城市的
道路四通八达，不断向外扩张
时，如何给自己一个面向未来
的定位？有了中海·银海熙岸全
面优质的配套，一切答案尽在
其中。

东部核心生活圈的形成，
带动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发展建
设，众多大型商场、超市、购物
中心拔地而起，形成以中海·银
海熙岸为中心的15分钟滨海生
活圈，休闲、消费、餐饮等配套
应有尽有。

15分钟生活圈

商业医疗全配套

便捷，是中海·银海熙岸最
显著的特征。项目距离莱山区
的核心商圈仅需5分钟车程，直
达烟台传统商圈南大街，开车

也只需1 5分钟。只需6分钟车
程，即可抵达莱山核心商圈佳
世客购物中心、银座购物以及
新世界百货。

商业的繁盛必将带来人流
的聚集，医疗机构则成为中海·
银海熙岸配套中的最重要一
环。中海·银海熙岸的15分钟生
活圈内，医疗配套立体全面，层
次分明，形成门类齐全的专业
医疗机构，6分钟车程即可抵
达。为应对不同的就医需求，区
域内还建有社区诊室、医疗卫
生服务所、儿童卫生诊所等，日
常就医只需步行几分钟。

品质生活

专属风情商街

中海地产一向以“精工中
海”闻名，34年的房地产开发经
验，积累了品牌美誉度。中海对

房屋的建造保有一份执着的态
度，目标是以高品质的房屋，营
造令人舒适的优居生活。无论
是面海而居的一线海景，还是
南北通透的户型，玄关的巧妙
设计、阳台的风景气质都令人
印象深刻。超大的楼间距、绿色
的园区以及一梯两户的贴心设
计，无不令人感叹中海的匠心
独具。

84-138平方米的全功能特
点，关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需
求。中海·银海熙岸园区还建有
一条10000多平方米的风情商
街，可以满足业主日常购物、生
活的需求，极具风情的街道设
计和装饰，更令生活充满了美
的享受。

目前中海·银海熙岸开盘
在即，认筹火爆进行中，优惠分
秒递减。烟台中海三盘联动，让
您尽享幸福人生。

关爱父母

当用“心”
王晓正(龙口市)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已正式实施。“常回家看看”继
春晚歌曲后又一次变为热点，成
为阐释“分居的家庭成员应该经
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经典
语句，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热议
话题。

敬老、尊老、爱老一直以来
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我们评判一个人素质高低、品德
优劣的重要指标。此次“常回家
看看”入法，将道德层面的约束
上升为法律手段的强制，是一次
引导性质的尝试。

然而，关爱父母，归根结底
要用心，法仅仅是一纸保障形
式。“常回家看看”这种精神赡
养，应该成为我们融入血液的自
觉行为。一位在济南工作的朋友
托我帮忙打听烟台哪里有推拿
手艺不错的店，常年在外的她想
利用暑假时间带父母放松一下，
尽尽孝心。朋友感叹：“出门在外
最挂念的还是在老家的爹妈，爹
妈年纪大了，我最大的希望是稳
定下来，早日把他们接到身边。”
这种感情，像我这种近在父母眼
前的人都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朋
友虽不能经常陪伴父母，但从她
的行动中，能够看到那份满是牵
挂的“用心”，把爱渗透到点滴，
才能称得上“孝”。

百善孝为先，实现“常回家
看看”，离不开良好的“尊重和孝
顺老人”的社会氛围，有了这个
道德氛围，即使没有法律约束，
也能够保障“母慈子孝”社会氛
围的形成，让“承欢膝下”成为社
会美好一角。

最近被一个公益广告打动：
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席间将剩
下的饺子装进衣袋，说：这是留
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
个。字幕打出“他忘记了很多事
情，但从未忘记爱你”。这个广告
之所以感动了无数人，是因为它
将“父母的爱是无私的”用一种
波澜不惊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同
样，我们可以忘记许多事情，却
不可以忘记父母的爱，不可以不
关爱白发苍苍的他们。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这则
公益广告相辅相成，前者是法律
制度的保障，后者是道德伦理的
弘扬。希望它们如机之两翼，能
够让天下父母的晚年满是欣慰
的欢喜。

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说政府
要他们说的话，在弱势的利益受
到强权侵犯时，应该站在弱势一
边。但是，知识分子也不能顺着
民众说话，迎合大众以换取支
持。一个真正的知识人，必须是
独立的，不仅独立于政府，也独
立于民众。

——— 张鸣(历史学者)

最好的人生是什么样呢？没
钱人追求富贵，有钱人追求素淡。
没事业拼命奋斗，有事业总想退
出。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同。但
历经沧桑后你会发现，真正好的
人生，无非就是一家三口，父母双
全，工作不累，赚钱不少，生活安
稳，岁月静好。平平安安过好每一
天，就是最好的人生。

——— 陆琪(作家)

我一位朋友的女儿在客机
上当过20多年空姐，她告诉我，
发生空难后乘飞机最安全。凡某
地发生空难后，全世界范围内都
要安全大检查，从中吸收教训，
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好长时
间不出事故，反而容易产生麻痹
情绪。我认为她讲得很有道理。

——— 郑洪升(作家)

新闻：李某某案又出新变
故，针对李某某家人怀疑受害方
是酒吧陪酒员的说法，受害人杨
女士委托律师发布声明，称杨女
士不接受对自己是“陪酒女”的
质疑。对此，7月16日清华大学法
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通
过微博为李某某案的辩护律师
辩护，其中一句“强奸陪酒女危
害小”引起热议，微博称：“即便
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
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潇湘晨报)

点评：老百姓喝了毒牛奶，
危害难道比官员喝了要小？

新闻：一段名为《连云港城
管暴打老百姓，场面激烈》的视
频16日在网上流传，引来网友声
讨。视频中的一名当事人告诉南
都记者，他家因反对在房子旁边
架设高压线而与城管发生冲突，
家中有多人在冲突中受伤，警方
在场却未制止。连云港市城管局
证实此事，称已展开调查，对于
参与打架的城管队员将严肃处
理。视频介绍中说：这是7月15日
发生的事，五六十名城管群殴几
名老百姓。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数十人聚集在一条村庄马路的
中央，其中有几十个身穿制服的
人员，部分戴有白色头盔，还有
人手持防暴盾牌。(南都网)

点评：公权与民利平衡，民
生才能做到实处。靠暴力能解决
问题吗？

新闻：女子5月内3次结离婚
助人买房，对象从20岁到60岁。
16日，针对购房资格审核系统发
现的两家涉嫌“婚托”购房的中
介门店，北京市住建委综合执法
检查发现：这两家门店涉及17宗

“婚托”购房，其中一名京籍女子
在5个月内，曾先后3次与人结
婚、离婚，以使对方避开限购，获
取在京购房资格。(新京报)

点评：政策与对策，就像一
对冤家一样，更像杀毒软件与病
毒一样并存，相互飙升。

孙芳芳

为让在海边闲逛的游客有
个遮阴休憩的地方，烟台市园林
处在滨海广场步行街安放了80

个“树箱”，其中15个还带有座椅
(详见本报C08版)。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城市细
节感动了许多外地游客，也让我
们看到了城市管理者的“用心”。

城市跟人一样，是有气质与
个性的。这些东西都隐藏在她的
细节里。细节就像一滴水，虽然
小，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仔细观察，每个城市都有细

节。在苏州，市区主要道路的十
字路口，自行车和行人等红灯的
地方都建有遮阳棚，造型很简
单，却足以为等红灯的行人遮挡
住阳光和雨水。之前去过许多城
市，见过道路两旁摆满色彩缤纷
的鲜花的，却没见过在等红灯的
地方搭个遮阳棚的。虽然是微小
的细节，却折射出一座城市细腻
的情怀和温情。

时下，一些城市的决策者被
辉煌和雄伟打动，动辄就是“大
手笔”，广场要建最大的，不是世
界第一，也得全国第一；大楼要
盖最高的，好歹也要奔着亚洲第

一去；道路要修得宽敞，并且都
以“某某大道”命名，否则显示不
了气派……但是，楼再高、路再
宽、广场再大，也未必是宜居的。

人行道上时不时会发现暗
藏的“绊脚索”，街头破损残缺
的标语牌匾顽强地展示着“残
缺美”，步行街宽敞整洁却难见
树木绿荫，商厦高档豪华、尊贵
气 派 却 少 见 供 人 休 息 的 座
椅……这样的城市充其量只是
一部冗长的书，没有引人入胜
的细节，没有人会喜欢阅读。

带有休闲座椅的“树箱”之
所以能够引起游客赞叹，正是因

为它体现了城市管理人性化的
细节。城市的细节，在某种程度
上并不亚于宏观层面上的城市
整体结构。细节体现了一个城
市的品位，人们更多的是通过
城市无所不在的细节来感受这
座城市的品格和气质。记得一
座城市，除了通过宏大的记忆
外，更多的还是通过种种细节
的记忆。

城市的细节，需要城市管理
者去建设和引导，也需要城市的
每个主人去爱护和遵守。无论是
管理者还是公民，做好这一点的
基本要义是：爱。

@不冒烟滴财主：这个没
必要统一标准。

@喜雨apple：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了。

@37man：我觉得没必要，
除非关系不错。老师教书育
人，是他们的分内职责，要是

教不好，那才丢人。
@黑桃Q：成不正之风了，

我觉得该禁。
@我心乘风：真正的谢

师，不在于一餐饭，而在于更
好地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ilssk：我觉得完全没有

必要，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
人，也有来自纳税人的财政给
发工资。这几年的风气太不正
了，作为老师本身，就不应该
提倡学生组织这样的活动，更
不能出席这样的宴会。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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