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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依托樱桃采摘游盘活地方经济

@ytadmin：这是所有中国高三的孩子们最重要的几天；这
是所有家长们最紧张的几天；这是中国每年一度的最大规模的
考试；这也是一座城市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所做的一次考核。

烟烟台台微微信信圈圈子子 微微博博烟烟台台早早知知道道让整座城市为孩子们安静

@dalinhe：真是好倡议！我
们都经历过高考，孩子也会经
历高考，将心比心，就安静这
两三天，不影响生活。

@ 烟台明远：考试的时
候，心思全在卷子上，会就会，
不会再安静也不会。其实，最
主要还是放松心态，考生们加
油。

@都市放牛：温室的花朵
们，一点噪音都能影响发挥，
试问走进社会后如何面对各
种严酷的挑战，坚决反对为了
高考堵路口等行为。

@zuifeng614：当我们告诉
孩子“你不用紧张”的时候，我
们却做着一件件让孩子紧张
的事情。所做的一切，都显示

“重视”，而“重视”才会让人紧
张。

@famous：以前高考也是
这么过来的，考的是水平。这
点抗干扰能力承受不起吗？太
小看现在的学生了吧。

@ 马儿2：考试期间学校
周围安静一些就可以了，毕竟
安静的环境更能静心。

@琴漫乡音：晚间大型施

工，噪音比较大的早一点收工
就可以了。其他的确实没必
要，用不着。孩子们都是正常
的好孩子，反倒是家长们哆哆
嗦嗦，扛不住了，都放下心吧，
一切安好！

@ytadmin：我坚决反对高
考期间施工，无论是白天还是
晚上，白天影响学习，晚上影
响休息；我绝不在深夜飙车，
不管我以前有没有过此类行
为，但是高考期间我绝不会这
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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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拎着篮子到市区繁华地带
蹲守，再到如今坐在家里等着城
里游客上门采摘，在发展大樱桃
采摘这件事上，果农们经历了一
场思想上的斗争和观念上的转
变。实践证明，从卖樱桃转向卖旅
游让果农不但省了人力，而且赚
得还更多。

城里人喜欢乡下新鲜的空气
和绿色的果蔬，大樱桃采摘游满
足了城里人的愿望。不仅能吃到
鲜美的大樱桃，还能欣赏到青山
绿水，放松心情。同时，果农也不

必再辛苦采摘，奔波劳累去城里
贩卖。樱桃采摘游无疑是一个双
赢的选择。

当然，酒香也怕巷子深，大樱
桃采摘游只是拉动当地旅游的契
机，其他配套措施跟上才能够让
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不是说
圈起几棵樱桃树挂上樱桃园的牌
子就成了，配套措施不完善最终
仍将制约樱桃园的发展。

从大的方面讲，乡下樱桃园
离烟台市区较远，而且道路状况
也不甚理想，无论是自驾游还是
坐公交，去一趟樱桃采摘园并不
容易，尤其是下雨天，泥泞的乡村
小路几乎寸步难行。如果游客把
很多精力都花费在奔波的旅途
上，显然会对采摘的热情大打折
扣。

从小的方面说，樱桃园的配
套设施也不尽完善。一部分果农

只是盯紧收入，而忽略了游客采
摘过程中的感受。游客驱车赶往
樱桃园，甚至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采摘完后想休息下找不到旅店，
想吃个农家乐也找不到饭馆。如
果游客去一趟樱桃园只是采摘几
斤樱桃却饿着肚子回家，显然无
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实，以大樱桃采摘游串起
当地旅游产业链不仅需要果农的
智慧，更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可
以通过引导，打出“吃农家宴、住
农家院、看农家戏、体农家情”的
招牌，使游客不仅能够体验极具
特色的农家生活，还可以在这些
采摘园里购买到无公害绿色蔬菜
等其他农家特产，既丰富了樱桃
节内容，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增收。

一旦“樱桃采摘游”火了，必
然能够产生联动效应。辅之以深

入挖掘当地风土民情，适时开展
大樱桃采摘节庆活动等，提升大
樱桃种植文化品位和烟台大樱桃
知名度，从而创造良好的广告推
介效益。

比如大樱桃重镇张格庄，就
整合了镇内旅游资源，大力发展
佛教文化游、环水库生态农业观
光游、大樱桃采摘游，吸引更多的
艺术家、投资者走进张格庄，通过
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深入打造文化特色小
镇建设。可以说，借助樱桃采摘
游，使得张格庄将地缘劣势转化
为优势，全镇2万多亩的大樱桃，
实现了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也
确立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特色。

张格庄的经验无疑对其他樱
桃种植区是个很好的借鉴，依托
樱桃采摘游盘活地方经济完全可
行。

乔布斯年轻时每天凌晨四
点起床，九点半前把一天工作
做完。他说自由从何而来？从自
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先
学会克制自己，用严格的日程
表控制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
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
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连最
基本的时间都做控制不了还谈
什么自信？

——— 吴雁(时评作者) ┬魏同山(芝罘区)

公益性活动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齐鲁晚报》义卖筹款为刘
学成、刘学友小哥俩矫正走姿，
爱心车队助力学生高考，开启废
旧手机电池有奖回收活动等。可
以预见，公益性活动将会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
商业观念空前加强，这对繁荣经
济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
促进作用。但从一系列如食品安
全、环境污染等问题看来，社会
的整体道德水平并未与经济水
平共同进步，其中固然有法律在
某些领域尚不完善的原因，但道
德水平的提高不能仅仅依靠法
律约束。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亲
自参与到法律并未强制规定，但
却以助人为核心的领域。参与公
益性活动是改变人价值观、提高
道德水平的很好途径。

参与公益性活动往往是双赢
的。比如参加废旧电池回收，即可
以处理掉废弃的电池垃圾，又能
使废弃物得到再利用；购买报纸
帮助他人，尽管微不足道，但在助
人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责
任感。参加公益性活动是文明社
会的重要一环。作为文明烟台的
一员，我们应该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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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漫漫画画：：孙孙雪雪娇娇新闻：延安城管局长张建朝
座驾是丰田越野车，市价40多万
元，标准超部长。城管局纪委书
记称，下属单位考虑到市城管局
人员常走山路，没越野车，就用
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
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他称30

层的城管大厦在延安属中等，面
积稍超标。(新京报)

点评：组织一群临时工，借
用几辆霸道车，占据一座豪华
楼，狂殴一顿路人甲。

新闻：河北故城县交通局要
求所有营运客车一律到故城县
新汽车站始发，在城区不得随意
停车上下客。部分参与城乡客车
运营的代表前往交通局上访，遭
交通局相关领导大骂，甚至要求

“有意见去厕所提”。(新华网)

点评：请该领导搬到厕所办
公。

新闻：一瓶350毫升的瓶装
水，竟然卖到了214元。长沙一商
店销售人员称这种瓶装水不但
能戒毒，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
症，甚至还吹嘘高考前喝两瓶能
提高记忆力考取状元。(长沙晚
报)

点评：应该卖250元。

新闻：武汉女孩刘轶8个月
大时因药物中毒双耳失聪，其母
亲教会她“读唇”。刘轶不仅坚持
读到大学，还靠学口型通过了英
语四六级考试。在成功考上华师
研究生后，刘轶高分攻克GRE、
托福考试，考取美国4所大学的
博士。(人民网)

点评：听不到社会的喧哗，
可能心更安静些。

新闻：为了防止大学生当
“枪手”混入高考考场，湖北省教
育厅昨天下发紧急文件，要求各
高校不允许学生请假，若有无故
不到校者，要及时查清去向。对
去向可疑者，要深入追究，直至
查清。凡参与高考作弊者，一经
查出，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武汉
晚报)

点评：太高估大学生了，高
考前满腹经纶，高考完清空内
存。

②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斩断悖德违法的黑手
隔孙宝庆(芝罘区)

4日，齐鲁晚报刊登了“面包
车停楼下凌晨遭黑手”，5日，又
刊发了“砸窗又泼漆，11辆车遭
黑手”的新闻。

短短两天接连发生两起恶
意损坏车辆的事情，既让人震惊
又让人气愤。

通观这两起卑劣的行径，
不管是泼油漆还是扎轮胎，都
是居心叵测，蓄意报复。这不

仅暴露了他们缺失做人的道德
底 线 ，而 且 也是对 法 律 的 蔑
视。这种恶劣行为与时代发展
背道而驰，与构建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因此，决不能姑息迁
就，任其蔓延滋长，公安部门

应调查清楚，搞个水落石出，
依法对作恶者进行惩罚。

也奉劝那些伸黑手的人，要
认识到这样做的危害性，幡然醒
悟，痛改前非，不要再继续为非
作歹了，否则只能自食其果。

一家之言

又是一年高考时
隔刘晓静(莱阳市)

对于30多岁的人来说，高考
是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词，它已
经不会那么敏感地触动我们的
神经，只有将自己深深地潜在回
忆中，这个词才会变成动态的、
鲜活的，才会发现它在我们的心
里从未走远。那时的高考，似乎
没有这么铺天盖地的关注，没有
那么多的警车为考生开路，没有

各路专家纷纷出来支招，也没有
微博上明星草根的力挺加油。那
时的高考显然没这么热闹，当
然，我们也会在高考前一天晚上
失眠，也会在考场上紧张到手打
哆嗦，直到深呼吸调节很久才进
入状态，而考场外也会有焦灼等
待的父母，烈日下的背影让人看
着心疼。当然，也会有考试结束
那个夜晚彻底的狂欢，从那一刻
开始，无论是走进大学还是踏入

社会，都意味着我们将告别苦闷
的青春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我
们未曾经历过的世界。

如今想来，如果当年稍一紧
张答错一道题，那么，现在的自
己还会读相同的大学，相同的专
业吗？现在的一切，也许就要重
新洗牌了吧。这样想来，高考的
分量似乎又沉甸甸起来，不过我
还是相信，一个人只要一直不放
弃努力，他的人生也许会走在不

同的路上，但终究不会偏离自己
内心想要去的方向。

对于高考，每一代人都有着
相同的记忆，却又有着只属于自
己那个时代的不同的印记，唯一
不变的，是它终将会逝去，就像我
们的青春一样，被时间定格在那
一年那一天，再也回不去了。还好
若干年以后，当我们路过别人的
高考，还可以留给自己片刻时光，
来怀念当年的那段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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