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出台之后更需落实细则

上大学哪些电子产品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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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话题

我来抛砖

@路达小波波：其实这些年大学新生开学，父母为子
女买电子产品已经越来越普遍，但因为家庭经济差异，电
子产品还是有差异的。家庭条件好可以给孩子多买，条件
不好可以少买或者不买。作为父母，您会给孩子买哪些电
子产品？

路边的银杏，摘点又何妨

我有话说

毛旭松

尽管距离“十一”黄金周还
有一个多月时间，但不少市民已
经开始着手制定出行计划，细心
的市民会发现，以往铺天盖地的
旅游宣传今年却没了动静。由于
新《旅游法》中规定，旅行社不得
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
并通过安排购物等获取不当利
益，导致黄金周期间部分旅游路
线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本报今
日C04版报道)

旅游业如今已发展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
黄金发展时期，但随之而来的旅
游经营、旅游服务、旅游安全等
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由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即将

于10月实施。
该法在保障旅游者合法权

益，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等
方面作出规定，尤其是加强对旅
游市场乱象的治理，以法规范旅
游市场秩序。比如规定“旅行社
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
活动，诱导、欺骗旅游者，并通过
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等。

但是这部旅游法从酝酿到
审议再到即将实施始终众说纷
纭，专家、从业者、政府官员都有
个各自立场的解读。作为游客，
我也有疑问：旅游法的出台能否
真正管住旅游业的乱象？能否真
正保护好游客的合法利益？

其实，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一
些不公平现象并非钻了什么法

律的空子。恰恰相反，现有的法
律法规制定得非常完善，但遗憾
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落
实，导致法律法规成了一纸空
文。这种“画饼”式的规定并不少
见，比如，劳动法规定，工资应该
每月结清，然而，很多农民工辛
辛苦苦干了一年却拿不到工钱，
可见劳动法在那里成了一纸空
文，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同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在
旅游行业。相比于那些大型旅行
社，那些竞争力弱的小旅行社可
能还会偷偷采用“零负团费”的形
式来招徕游客，而有些游客限于
经济实力，可能依旧热衷于此。这
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保证法律落到实处呢？

诚如旅游业专家王衍所言：

旅游法的落实有赖于下一步出
台相关细则，旅游法只是基本
法，不可能十分全面和详尽，国
家旅游局等行业部门下一步应
该出台细则，增加量化考核标准
来规范管理。

总之，酝酿30多年的旅游法
即将实施对于如今的旅游乱象
来说，它从各个层面给与了相关
条款的约束，无疑在最大程度上
保护了游客的权益。但是，一部
好的法律法规无论实施伊始是
备受推崇还是饱受争议，最关键
的莫过于完善的细节，完善的机
制，有力的执行等来保障它的落
实，这才是最根本的落脚点。

所以，我们真正关注的不仅
是法律实施，而是相关部门的责
任。

第一次去乡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比我想象的要好：
门诊和住院部各一幢大楼，放
射科也有。程序跟大医院基本
一致。全科医生在第一线诊治
病人。农民就近有这种条件的
医保医疗，是比以前有进步。
希望更进一步，向标准的全民
医保过渡。

——— 北村(作家)

我认为，种种迹象表明：
光大证券涉嫌内幕交易，其隐
瞒信息并且进行事后的自救
行为属于不可原谅；而上交所
和证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真
相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向
市场公开，涉嫌渎职和纵容。
该起事件很偶然，但事件发生
后的种种不正常的作为属必
然。中小投资者，迟早会被无
数的乌龙指戳死。

——— 徐光远(学者)

新闻：房子卖掉还不够偿还
银行贷款，这种“倒挂”现象在温
州愈演愈烈。个人“弃房”或“跑
路”已经比较多，银行不得不充
当“被弃房”房东的角色。银行方
面称，“关键问题在于实体经济，
如果实体经济不好转，即便房价
上涨也没用。”(第一财经日报)

点评：想当年温州炒房团风
光一时。

点评：最近微信上的一款微
信5 . 0“打飞机”游戏让很多人痴
迷。浙江高速公路上就遇到这样
一位司机，将车随意停在路边，
只为再夺“打飞机”第一。20日上
午8时20分，浙江高速交警巡逻
到S14杭长高速往湖州长兴方向
72公里时，发现硬路肩内斜停着
一辆红色马自达轿车，既未开闪
光灯，也没有设警示标志。(新华
网)

点评：游戏可以重来，人生
没有回放。

新闻：20日，在南充金鱼岭
菜市场，一名城管叫一对卖菜夫
妻不要占道经营，双方发生争
执，被这对夫妻用秤砣砸中头顶
导致昏迷，两人立即逃离现场。
事发后不久，该小贩薛刚(化名)

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称在与城管
拉扯中“是秤砣碰到了城管的头
上”。目前，他已因涉嫌殴打他人
被拘留。(新华网)

点评：建议秤砣实名制。

新闻：在房价问题上，如果
非要谈论预测，最著名的有两个
人，一个是任志强，一个是谢国
忠。任志强屡屡看涨被称为“任
赢赢”，谢国忠2004年开始唱空
中国房地产市场，10年如一日地
预测，而且基本都错了。(21世纪
经济报道)

点评：志强看懂了国情，国
忠只看懂了经济。

张纷纷(芝罘区)

走在路边，偶尔抬头一
看，竟发现用来绿化的银杏树
上长满了葡萄串似的银杏。尤
其是西南河路和南通路交叉
路口，那棵10米多高的银杏树
上果实累累。于是乎才想起，
再过一个多月，就又到了“白
果”成熟的季节，又到了市民
偷打银杏，媒体呼吁大家手下
留情的季节。

我留意了一下，西南河
路、通世路、南大街等路边都
栽了很多银杏树，而且大部分
都已硕果累累，就等着一个多
月后丰收了。我回家上网查了
一下，每到9月底，总会有很多
市民偷摘白果，媒体也广泛报

道，大力呼吁大家不要偷摘，
不单烟台，全国亦然，而且年
年如此。

一方面，市民为了不被看
见或者不好意思，只能在凌晨
或者半夜偷摘银杏；另一方
面，园林绿化负责部门和媒体
又只能呼吁却禁止不了。

我觉得，要想禁止市民偷
摘白果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
采取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堵”
的方法。为何不换个角度，采
用“疏”的方法，对市民摘银杏
的行为进行合理引导呢？

路边的银杏是用来绿化
的，果子也不是园林部门用来
卖钱的，更不是谁的私有财
产，那让想摘的市民摘点银杏
又何妨？园林部门和媒体，换

呼吁大家不能摘银杏为倡导
大家在摘银杏时要保护好银
杏树，同时广泛宣传吃银杏的
注意事项。比如食用没有成熟
的银杏或者一次吃多了容易
中毒，小孩和体弱女性尤其不
宜多吃，发生不良反应或中毒
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等等。

摘银杏的市民，想来也不
是蓄意破坏银杏树。同意他们
摘银杏，继而鼓励他们为了城
市绿化，为了以后能可持续性
地摘银杏而保护银杏树，或许
效果会更好些。

也许，换一个思路，事情
就会豁然开朗或者事半功倍。
不光是摘银杏，很多事情都是
这样，只要我们用心思考，事
情总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碧草：都是现在惯出
来的毛病，你上学的时候家
长给你买啥了？置办上部最
普通的手机就行了。

@我爱西西：我2003年上
大学，到天津时，我妈就给我
带了学费。父母都是农民很
不容易，不能要求太多！

@txp321：其实一部手机
足矣，另外，女孩也可以买个
笔记本电脑。

@繁华落尽与君同：我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还电

子产品呢，一个月就给发400

块钱。用我妈的话说，上学又
不是让你去比拼，家里啥都
有，用的话回家拿就行。

@低调小鹏哥：作为一
名大学新生，我认为我什么
都不要，坐等开学就成。

@JamesGang：想当年俺
们上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现在给买个手机最实用，其
他根本就用不着买。

@zhangqi01：这些孩子都
是惯的，买个手机是需要的，

其他的免谈，到大二、大三买
个电脑还差不多。

@不再怀念：俺上大学
那会儿，唯一用电的就是随
身听了。

@天外飞仙zhz：苹果三
件套是不能少的，然后单反
也是不能少的，DV机有条件
也可以备一个，MP3和MP4

可有可无，如果条件再好点
的话弄个车子，估计大学生
涯就不缺什么了。

来源：烟台论坛

创城，算我一个！

姜喜悦(芝罘区)

近期，烟台市民为迎接如火如
荼的“创城”活动铆足了劲。这不，
化工路南端锦绣新城小区大门口
处，就能看到一个已忙碌多日的身
影，志愿者李阿姨，一位年近70岁
的老人。

一大早，李阿姨一边捡拾垃
圾、一边告知车主车辆不要停靠路
边，真是忙得热火朝天。尽管近日
气温有所下降，但李阿姨的脸上总
是汗涔涔的。

当被问及这么大岁数为何还
要如此忙活时，李阿姨来了兴致，
她指着不远处“文明你我他幸福千
万家”的宣传语，自豪地说：“我算
是发挥余热，创城，算我一个！”

勿让“升学份子”
陷入攀比怪圈
于丽娟(芝罘区)

随着高考录取结束，“升学份
子”成为了人情礼主角，数额也水涨
船高，1000元成最低标准。节节攀升
的份子钱令很多工薪阶层吃不消，
而随着攀比、讲面子等因素的植入，
也让“升学份子”变了味儿。

这批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90

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对于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来说，他们是
全家人的“掌中宝”。金榜题名更是
值得庆贺的大事，亲朋好友随份子
以表心意也是人之常情。但一些家
长出于攀比心理，无论孩子考上

“211”院校还是上了普通专科，都
大操大办升学宴，八竿子打不到的
亲戚都成为了邀请对象。而收到

“红色罚款单”的人，为了讲面子，
通常也都出手大方，一来二去，使
得升学份子“一片飘红”。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攀比习
气已经沿袭到孩子身上。据齐鲁晚
报报道，有的孩子收到录取通知之
后，直接跟亲戚要“份子钱”，要的
还是2800多元的名牌手机，有的用
份子钱买了价值不菲的苹果手机。

之前曾有媒体报道，新生为了
讲面子、摆阔绰，让父母为其准备

“苹果三件套”，由于超过了家长的
能力范围，分期付款也要将攀比进
行到底。原本以表鼓励的份子钱，
却令孩子陷入了相互攀比、花钱大
手大脚的漩涡，不免让人唏嘘。

笔者认为，首先，金榜题名只是
人生旅程中的一个中转站，大学新
生应该理性对待。其次，作为家长，
攀比心理不可有，大操大办不可取，
心理引导不可无。家长应该摆正心
态，将“份子钱”看成亲朋好友的心
意，毕竟亲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的。对于孩子的心理变化，也应该及
时关注和引导，让其明白“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不能因为份子钱来得
容易，就花钱大手大脚，陷入攀比怪
圈。再者，亲朋好友为了表示对孩子
的激励与肯定，随份子无可厚非，但
要本着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的原
则，让亲情回归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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