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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垂垂老去，正是子女反哺时

水果的价格真是有点高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金色旋律：今年的桃子从一上市就不便宜，3个
桃子10元、8个梨20元、一串葡萄10元。不知道今年的苹
果会是什么价。要知道，我小时候那会儿，买苹果可都
是论筐买。

漫漫画画：：贺贺妍妍妍妍

毛旭松

补拍一套婚纱照，是不少老人
藏在心中的愿望。10月9日，5对老人
在本报组织下，披婚纱、着礼服，用
婚纱照定格住他们“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的爱情人生，浪漫的瞬间
永久留下，弥补了年轻时的遗憾。
与此同时，烟台还有一对89岁离休
老人家境优越，然而子女都在外
地，他们觉得孤单，唯一的渴盼就

是能找人陪说话。这让我想起了赵
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人
口老龄化，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如何
才能丰富多彩？

读罢10月7日齐鲁晚报刊登的
《老漂族：蹒跚的异乡生活》唏嘘不
已。退休之后本该颐养天年，然而，
由于身在外地的子女的孩子需要
照顾，只能离开家乡照顾孙辈，比
上班还要忙碌。“漂流”的滋味很复
杂，能跟儿女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
乐是一种幸福，然而离开熟悉的环
境，置身于陌生的城市，没有户口，
没有本地人的身份，有的是一种说
不出的无奈。孤独、寂寞与他们相

伴。
我们都是因爱而生，父母把孩

子从小拉扯大，这种爱就是父母之
爱。当我们远离父母，成家立业，每
日在工作岗位上奔波忙碌，或者应
酬酒桌上觥筹交错，或者带着妻儿
游山玩水，我们似乎忽略了垂垂老
去的父母，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像
补拍婚纱照、找人聊聊天这种最基
本的愿望都不能满足。然而，父母
却生活在对子女不绝如缕的惦念
中，生活在远离子女的空巢之中。

有人嘲讽“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行千里儿不愁”，甚至连“常回家
看看”都写入了新修订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如果说快节奏的现代生
活，是造成父母与子女疏远的客观
原因，那么我们的主观意愿，有那
么急切要回报父母之爱吗？还记
得，我们小时候，父母疼我们，但凡
有点小痛痒，就急忙带着去看医
生，然而现在，老去的父母为了不
给子女添麻烦，不到疼痛难忍绝不
会告诉子女，有多少老人被查出癌
症时已经是晚期？

补拍婚纱照，老人喜极而泣，
子女出人头地，父母却深感孤单，
这真让我的内心有些酸楚。很多人
都觉得父母的身体还挺康健，对父
母的孝顺是一拖再拖。可不要忘

了，人不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老
去，而是一刹那间突然变老，朱自
清就是从老父亲买橘子的蹒跚背
影中发现原来父亲真的老了。

“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
条，一旦断裂，永远无法连接。”老人
节将至，子女们多陪陪父母，满足下
他们心中的愿望。老去的父母，可能
不懂下一代人的世界，或许跟父母
聊天没有跟同龄人聊天那样有那么
多共同的话题，然而这又怎样？也许
父母的思维没有以前那么敏捷，也
许父母的腿脚没有以前那么灵便，
那就对他们多一些耐心吧，就像小
时候父母对待我们那样。

@blue_angel：是以前太便
宜了，凭什么人家付出那么
多心血只有那么点回报？

@寒夜孤星：城市的孩
子吃不了苦，农民的孩子进
城了，种苹果又不挣钱，所以
种的人少了，但吃苹果的人
还一样多，甚至还有出口的，
你说价格能不高吗？

@保驾护航：不是物价
高而是我们的收入低。

@ythuming：作为果农的
孩子不得不说，价格再不涨，

老百姓日子没法过。别的不
说，就说套袋，以前苹果论筐
卖的时候，人工费多少？现在
请人套袋，一天200元，还得
管顿饭。

@葛二蛋：农民不赚钱，
赚钱的是贩子们。

@菲菲feifei：昨晚买两个
黄金梨5块钱，葡萄10块钱一
斤，今年夏天水果没怎么吃就
过去啦。一个木瓜以前五六块
钱，现在买一个木瓜翻番了。

@王先森：今年水果价

格高了不少。随便买了两样
水果，就花了30多元钱。家里
隔两天就要买一次水果，这
么算下来，这水果的消费可
真不得了。

@秋心：今年水果价格
太贵了，只能少买点，而且买
的多是北方常见的品种。

@19楼隐士：饭后吃水
果这习惯永远也改不了，省
也没用。天天几十块钱，这生
活怎么过啊？

来源：烟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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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新闻：郑州市金水区卫生系统
内部人士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郑州
市指标分配下去后，金水区在上级
分配的1742人的排查指标基础上，
对下辖的各个社区按照人口数进
行了分配，1000人中须找出2个重
症精神病患者，任务层层分解到每
个居民小区。(新华网)

点评：定指标的人本身就是个
精神病吧？

新闻：前天，杭州，一沃尔沃抛
锚，水位已淹过大半车轮。一黄色
JEEP路过，拉着沃尔沃离开。这组温
暖的照片很快在网上火了，而当天
开吉普车相助的古先生面对记者却
很腼腆。他说自己家就住钱塘江边，
想着肯定有很多车被淹，就开车转
转，看看有啥需要帮忙的。(央视)

点评：中国好司机。

新闻：江苏新高考方案正在酝
酿改革，目前最有可能的模式是高
考考语文、数学以及文理“小综
合”，而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不再
计入总分，而是以等级计形式计入
高考成绩，高校在录取时将对英语
等级提出要求。(扬子晚报)

点评：方案值得期待，希望不
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新闻：云南陆良公安局购置警
用自行车，30辆单车花费10余万
元，单价超3333元。面对价格偏高
质疑，陆良警方回应称，每辆车价
格是2680元，一同采购的还有30套
甩棍等单警装备。(南方都市报)

点评：不要摆着当花瓶，更不
要把花瓶当私有。

新闻：近日，北京村干部为儿
子在国家会议中心办豪华婚宴一
事受关注。记者从朝阳区纪委获
悉，区纪委已责成乡党委依据相关
法定程序，罢免马林祥村委会副主
任一职。目前，调查组暂未发现其
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婚礼，将继续深
入调查。(北京晨报)

点评：还没查出贪腐，就先免
了职？

于松营(莱山区)

鲁东大学校内又发横祸，
为我们的大学校园管理再度
敲响警钟。大学的校园管理不
只是一所学校内部的小事情，
它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实不只是鲁东大学，我
们所在的每所大学都或多或
少存在着管理方面的缺失。就
如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
一些缺点一样，毕竟人或事物
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完
美的。但是我们怕的不是有管
理缺失，而是怕有了缺失却不
知道改进；我们悲哀的不是制
度的不合理，而是悲哀明知道
制度不合理却没有人公开提
出，讨论解决。

鲁东大学去年刚发生一

起老师开车撞死学生事件，可
是刚刚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又
发生三位校内研究生被撞伤
这样的惨祸，试问相关部门在
这一年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既
是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又是大
学校园的构成主体，希望相关
社会管理部门和校园内部管
理部门能共同合作，为我们营
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为我们平日的学习生活提供
一个充分的安全保障。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并
不是在一味批评鲁东大学的
管理做得不到位，我们也相
信这只是一次偶发事件。就
像今天在上课时，我们烟台
大学内部的一个招待所鞭炮
声几次打断我们的课程，我

们也感到很反感。来烟台大
学三年了，经常性地听到一
些婚宴的鞭炮声在我们上课
时在校园内部响起，这同样
也是校园管理方面的一个缺
失。大学是上课的地方，是求
学的天堂，怎么能让招待所
里婚宴的鞭炮声频频打断我
们的学习呢？

如俗话说的，家家有本难
念的经，我们每所高校或许都
有一些内部管理上的问题，我
们提出来不是为了批评谁，只
是想借此呼吁社会与学校各
部门通过此类事件更多地关
注校园管理，更多地把目光放
在校园安全和环境维护上。也
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校园才
会变得越来越美，我们的师生
关系才会更加和谐！

从鲁大车祸想到烟大鞭炮声

一家之言

谁来给

这几个井口加盖
鲁从娟(芝罘区)

黄务动漫城基地西边，与港
城西大街交叉路口，有三个井口
没有井盖。其中一个洞口还剩几
根钢筋拦在上面，另两个则是张
着黑洞洞的大嘴，无遮无拦。已经
很长时间了，每天上下班都要经
过这里，都是提心吊胆的。往北约
有一里地，一家小区正在兴建楼
房，每天有很多拉泥土的大货车
轰鸣咆哮着经过这里，这些井盖
应该就是被这些大货车碾碎的。

此路段是进出的要道，往北
经过两个小区三合绿景和昊佳花
园，再往北过了山语世家可抵青
年南路。这里每天人来车往，进进
出出的还有一些老人和孩子。若
是熟悉路况的还好说，可以绕避
而行，对那些不熟悉路况的车辆
和行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特别是
晚上，危险系数相对增高。

也有一些好心人曾在洞口上
插个树枝或在洞口周围放几个砖
头，以此来警示过往车辆和行人，
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就这样，
这三个洞口张着大嘴，随时就会
吞噬过往行人车辆，这么长时间
了也无人过问，此地似乎成了三
不管地带。车辆或行人掉进井口
的事例屡见不鲜，轻者摔断胳膊
腿的，重者会丢掉性命。亡羊补
牢，为时未晚，难道非要等酿成惨
剧才能敲响有关部门的警钟？

也说看病难

一缕阳光(开发区)

读过10月8日《看病难，究竟难
在哪？》，我也说说我的经历。我带
孩子早上8点到了医院，医院里已
经是人山人海。赶紧去挂上号，竟
然已经排到14号，只好慢慢等待。

接近9点半，终于排上了。进入
诊室，医生给听了听心脏，说是没
什么问题，就是太胖了，坚持运
动，控制饮食即可，问诊也就是三
五分钟时间。不过，为了保险，医
生还是建议做个心脏彩超和心电
图。我又去排队交钱，排队做心电
图和彩超。经过漫长等待，终于检
查完了，打印出结果，拿给大夫复
诊，继续排队等候，11点钟，终于可
以复诊了。医生拿过结果，连瞅都
没瞅，说：“没事，回家多运动吧！”
我无语，本来用听诊器就能诊断
的病症，为什么还要做仪器检查？

还记得那次去妇科，医生给
一位妇女一做妇科检查，就说：

“你感染霉菌了，取点白带去做一
下化验吧。”我想：医生每天接待
那么多患者，对一些常见病是能
通过初诊就能诊断出来的，那为
什么非得做那些检查呢？其实看
病难，难就难在看病做检查上，做
一些无谓检查，既浪费了病人的
宝贵时间和金钱，又浪费了医院
的资源。要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
问题，就应该提高医德，把病人看
成自己的家人，不能因所谓的经
济效益让老百姓看病难！

我有话说

在西方，医生名利双收，深受
社会尊崇，而中国不少名气较小的
医学院校出现招生难现象。去年调
查显示，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半年内
平均月薪为2339元，而我国毕业生
平均月薪3051元。另外，越来越多的
病人诉诸暴力，越来越多的医生考
虑改行。如此，普通人以后只能发
誓“永远不生病”……

——— 杨伯溆(教授)

殴打记者的帽峰山“皇宫”违
建者，一人拥有三个身份证，可与

“房姐”试比牛。咱们这社会，一人
同时有多个户口者，大概不在少
数。这些人为中国人口的被增长发
挥了一定作用。究竟是他们太牛，
还是有关部门太熊，抑或是其中存
在某种交易？身份造假乱象，怎一
个乱字了得？

——— 椿桦(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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