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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鱼苗苗入入运运河河,,期期待待更更多多有有益益后后续续

6月24日下午,台儿庄区2014年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运河湿
地公园举行,400万尾草鱼、鲤鱼、
鲫鱼落户运河湿地水域。(《齐鲁晚
报》6月27日报道)

从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城市发
展的可持续性的战略高度来考
虑，实施渔业资源修复项目有百
利而无一害。通过开展渔业资源
修复,不但能够实现水体的自然净

化,增加古城水系渔业资源，对有
效恢复古城水系鱼类种群数量,改
善和优化水域的群落结构具有重
要意义。而且，通过渔业资源修复,

可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完善城市
水系生态系统,有效防止城市水系
的富营养化,达到“放鱼养水、以鱼
调水、以鱼控水”的生态效果。但
是，作为城市的主人，我们一定要
清醒的认识到，400万尾鱼苗跃入

运河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
步，今后还需要有更多的后续工
作认真去做。否则，如果市民的环
保理念得不到有效提升的话，运
河脆弱的生态系统即使得以恢
复，依然不免重蹈再一次被破坏
的覆辙。

治理城市非法排污，是国内
众多城市共同面对的难题，常常
是禁而不止，这往往是城市生态

建设的软肋。为了保证鱼苗健康
地成活，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立刻
行动起来，加大巡查监督与打击
力度，严禁企业或者任何单位与
个人向运河非法排放污染物。鼓
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一经查实
即给予举报人一定额度的经济奖
励；并对相关责任单位与责任人
给予严厉的问责，绝不姑息纵容。
如果造城市重大生态问题，对负

有监管职责但执法不力的职能部
门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也应该
严厉惩处。只有倒逼执法单位积
极作为，相关企业和所有市民都
能遵守环保法规，保护生态环境
的工作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只有各部门齐抓共管协力同
心，既做到有效的宣传，又做到严
格的执法，运河的生态系统才会
慢慢地得到恢复。

葛有话枣说

冯勇

葛个论

近期 ,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
及滕州市用电负荷的急剧攀升 ,

电网保护工作压力也日益增大 ,

目前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还存在大
量危及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木 ,这
些树木随时可能造成线路故障停
电 ,危及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电
网安全 ,为此 ,相关部门近期将集
中对严重危及线路的1万余棵树
木进行修剪、移植或砍伐。(《齐鲁
晚报》6月26日报道 )

市里的树木郁郁葱葱，的确
为 城 市 增 色 不 少 ，但 是 若 任 其

“ 疯 长 ”，必 然 带 来 诸 多 负 面 影
响。划伤汽车、行人，影响交通不
说，关键是枝叶“触摸”空中线缆
引发事故也屡见不鲜。就在6月9

日晚上6点 ,滕州遭遇罕见强对流
天气突袭 , 7个乡镇32个村供电线
路出现不同程度受损，而在级索
镇前王晁村 ,就是因为几棵梧桐
树导致一条线路停电，供电部门
连夜抢修了 1 0余个小时 ,才恢复
了供电。

城市树木在于绿化、美化城
市，改善生态，事关民生，而安全
及供电乃民生之大事，更是马虎
不得。既然树木危及到了市民用
电及安全，出现了生态与安全的
矛盾，于是滕州市决定开展对电
力线路保护区内较为危急的1万
余棵树木进行治理 ,为电“让路”。
然而生态与安全的矛盾并不是

“你死我活”，而是“二者兼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治理“碍事”
树木时电力部门并没有走极端，
而主要以修剪为主 ,移植、砍伐为
辅，兼顾了生态与安全，这无疑
是积极的。

不过这件事也暴露出对于城
市树木管理方面的瑕疵，按说对
城市树木的定期修剪应当是园林
绿化部门的职责，而非电力部门
的事，通过修剪、整形，一方面可
以均衡树势、减少病虫危害；另
一方面，也可解决树木生长与架
空线路及交通之间的矛盾。如果
这些工作前置性地去做了，既能
保证城乡生态建设的合谐 ,又能
实现电网的安全运行，也消除了
许多交通安全隐患，岂不是更好
一些呢？

生态与安全兼顾

还要监管前置
为改善环境质量、防范“土

小”企业死灰复燃,市中区环保
局联合乡镇街道环保所 ,对辖
区“土小”企业进行了集中拆除
取缔 ,对辖区10余处土小生产
场点依法实施了断水断电、拆
除设备、没收原料等强制措施,

使其丧失了再生产能力 ,有效
遏制了土小企业蔓延态势。
(《齐鲁晚报》6月24日报道)

在相关部门“集中拆除取

缔”的强大冲击力下，这些“土
小”企业当然会被拆除。不过，
遭遇了“集中拆除取缔”后，“土
小”企业主会不会就此罢手还
真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土小”企业主总
是会考验执法部门的执法耐心
和恒心的。一些地方的“土小”
企业在其被强拆后，也不会放
弃重新设立“土小”企业的念
头。毕竟，“土小”企业投资少，

收益大，违法成本低，对其有不
小的吸引力。

笔者以为，既然是“集中拆
除取缔”，相关部门就要采取措
施保证取缔效果能一直得以保
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相
关部门“常回来看看”。对相关
部门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其实
很简单。毕竟，相关部门都有专
门的执法车辆，也配有相应的
执法人员，每天开车到被“土

小”企业拆除的现场看一看，花
不了太多时间，却能对可能的
后续“土小”企业及时发现，及
时叫停，避免再像今天一样形
成硬骨头。

“集中拆除取缔”需要“常
回来看看”，也只有“常回来看
看”才能让取缔成果得以保持
和巩固，同时让市民看到相关
部门查处“土小”企业的决心，
震慑有心设立“土小”企业者。

取取缔缔““土土小小””企企业业，，要要““常常回回来来看看看看””
王锦南

冯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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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瓜瓜难难卖卖，，折折射射出出市市场场短短板板
贾晓雪

在本报报道了《西瓜2毛钱
一斤无人收，咋整》以及随后的
连续报道，在短短的一天半时
间内，60万斤西瓜在媒体以及
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全部卖
完，解决了瓜农的烦恼。

在被爱心涌动的社会氛围
感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
的认识到，靠社会爱心、企业救
助支撑起的“脱销”是一种非正
常的经济现象，违反市场基本
规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扶持健康的西瓜产业。

媒体作为社会正能量的传
递者，有责任和有义务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但作为蔬菜种
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如果没有
合理的规划，没有良好的销售
渠道和信息传播渠道，不能良
好地把握市场规律，科学合理
种田，那么，所带来的损失将是
惨重的。无论是蔬菜还是瓜果，
看着今年形势好，明年就一窝
蜂的跟着种植，市场规律把握
不好，只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
麻烦。

西瓜滞销，我们一方面为
瓜农感到可惜，另一方面也要
从深层次上找原因。既要种，又
要 卖 ，中 间 还 包 括 储 存 、运
输……瓜农的“多重身份”，让
其分身乏力。

记者以为，为了帮助瓜农
们解决卖瓜难的问题，政府要
积极研究对策，一方面，充分利
用网络、报刊等新闻媒介，大力
宣传，以“内力”吸引贩运户，增
强购买力。另一方面，要借助

“外力”，联系协调各有关部门、

企业，尽最大努力帮瓜农解决
西瓜滞销问题。

媒体的职责是传递社会正
能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
种瓜也需要有科学规划，这次
的爱心行动让我们看到了社会
友爱的一面，但真正能解决西
瓜滞销的还是市场，要从信息、
种植、口味、品牌、销售等多方
面着手，构建运转高效的产业
链，改变信息闭塞、与市场脱节
的现状，才能最终解决卖瓜难，
让瓜农得到实惠。

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填
报志愿成了家有考生家长的
口头话题。高考志愿的填报，
的确是关系到考生们今后发展
和前途的一个重要关口，家长
和亲朋好友都十分关注，也在
情理之中，“十年寒窗苦读”，好
不容易有了收获，报志愿慎重
考虑也很应该，不过有些家长
用“包办婚姻”代替“我的事情
我作主”，往往是事与愿违。

笔者一位朋友的两个孩
子的成长历程，或许能给我们
一些有益的借鉴。2006年，他
的大孩子高考成绩不错，身为
财税系统职工的父母一心想
让其“子承父业”，在未经孩子
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给他填报
了经贸专业，孩子入学后由于
对专业不感兴趣，学习成绩并
不理想，大三时几乎到了退学
的地步，好在他对新闻感兴

趣，自学了新闻专业课程，后
来转到新闻专业，毕业后在一
个杂志社当了记者。有了前车
之鉴，小儿子填报高考志愿
时，父母不再过多干涉，小儿
子从小喜爱古玩，填报志愿认
准考古专业，上大学后非常努
力，考研读博都很顺利，还没
毕业就已经有单位签约。

由此可见，如果家长不顾
孩子的意愿，按自己的喜好和

观念强行帮孩子填报志愿，孩子
对一些专业“不感冒”，没有兴趣
却硬让他去学，那是“强扭的瓜不
甜”，学了也不会多出众的。相反，
如果根据孩子平时的爱好，综合
各方面的利弊，选出几种适合孩
子发展的专业，最后由孩子自己
定夺，这样做，孩子满意了，上大
学后也能按照自己想要的目标努
力学习，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
地。

报报志志愿愿 还还是是让让孩孩子子说说了了算算
戴忠群

葛记者说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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