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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完完中中秋秋咱咱们们摘摘葡葡萄萄酿酿酒酒去去
本报采摘团21日再去君顶酒庄摘葡萄，市民可报名参加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齐
金钊) 应读者要求，本报采摘
团将在21日举行第二季葡萄采
摘活动，错过第一季的读者朋
友抓紧报名参加吧。

15日，本报采摘团第一季
采摘活动来到蓬莱的君顶酒
庄，在6000多亩葡萄园环绕的
酒庄内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
末，大家不仅摘到了好吃的葡
萄，还酿上了属于自己的葡萄
酒。应读者的强烈要求，本报
采摘团定于21日再次开启葡萄
采摘之旅。

蓬莱君顶酒庄坐落在世界
七大葡萄海岸之一的蓬莱南王
山谷内，6000多亩葡萄园三面环
绕着美丽的凤凰湖，有“亚洲最
美葡萄酒庄园”的美誉。在我们
的采摘活动中，读者除了可以现
场品尝葡萄外，还可以在酒庄专
业人士的指导下，亲手酿造属于
自己的葡萄酒。

除了采摘和酿酒，读者还可
以参观亚洲最大的8000平方米
多功能地下酒窖、以及融合新旧
世界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酿酒
技艺为一体的葡萄酒生产车间；
参观东方葡萄酒文化长廊、专业
品酒室、汇集世界各大名庄葡萄

酒的美酒荟等。
本届君顶酒庄采摘节分

套票和单票两种，其中活动套
票散客价为每人169元，单票为
每人99元。参与本报采摘团可
享受套票120元/人、单票80元/

人的优惠。其中套票包含酒庄
参观门票、品鉴(东方干红、干
白)、草帽、自酿酒用的广口瓶
及1 . 5公斤葡萄；单票费用包括
草帽、自酿酒用的广口瓶及1 . 5

公斤葡萄，不含品鉴。

本报采摘团第二季活动
仍为自驾采摘，参与采摘活动
的读者请在沈海高速福山收
费站前集合，集合完毕后，一
同前往蓬莱君顶酒庄。本报采
摘团报名电话：18660095767。

持市民休闲护照

可3折游昆嵛山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齐金钊
通讯员 孙爱红 张迎) 为了在

中秋假期让市民享受休闲旅游的乐
趣，烟台市旅游局推出《市民休闲护
照》特惠日活动。只要持有《市民休闲
护照》，市民就能在20日当天享受3折
的门票优惠畅游昆嵛山国家森林公
园内的各景区。

20日，由烟台市旅游局主办，烟
台市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和烟台交运
旅行社承办的“烟台《市民休闲护照》
特惠日”首期活动将拉开帷幕。

20日当天，市民持《市民休闲护
照》到昆嵛山所有景点游玩一律享受
门票3折优惠(休闲护照原优惠折扣
为5折)。

除此之外，活动当天烟台交运旅
行社将在多个地点设立发车点(请在
19日12：00之前致电烟台交运旅行社
报名)。持休闲护照乘车直达景区，且
享受车费27元的优惠。

被“黑”五仁月饼

卖得挺好的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张晶)

最近网上“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的
喊声此起彼伏，五仁月饼真的在月饼
界待不下去了么？记者近日采访多名
卖月饼的商家，发现五仁月饼卖得挺
好，不少网友称跟风“黑”五仁只因为
好玩。

“五仁月饼不是滚出月饼界了
吗，怎么还有人买？”记者16日在一家
糕点房听到买月饼的年轻人如是说。

“我不喜欢吃月饼里的青丝红
丝，小时候吃五仁月饼总是只把饼皮
啃了，剩下的馅儿就扔掉了，实在不
愿意吃。”24岁的上班族小王告诉记
者。

生活中确实有年轻人不愿意吃
五仁月饼，网络上吐槽五仁月饼的也
不在少数。记者在淘宝网上看到好几
家店专门推出“整人五仁月饼”。一般
而言，销售食品总是宣传自己的东西
有多好吃，但这几家店却明确打出旗
号，称“不难吃不要钱”，“要报仇就给
他买世上最难吃的五仁月饼”。更有
网友在微博绞尽脑汁写出一篇感人
的爱情故事，看到最后才发现，男女
朋友分手是因为吃了一盒五仁月饼。

“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了吗？我
怎么不知道！”金沟寨小区里一家蛋
糕房的店主惶惑不解，“今年的月饼
整体不如去年卖得好，但五仁的卖得
不错啊！”

“老人一般喜欢吃五仁的老月
饼，年轻人口味比较多，莲蓉的、蛋黄
的、哈密瓜的、巧克力的……总体而
言，每年五仁和八宝的老月饼还是销
售主流啊，只是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
吃而已，还是有人吃的。”一家糕点连
锁店的店员说。

一家西点屋的店主蔡女士告诉
记者，自家的主打月饼就是五仁和八
宝老月饼，今年月饼卖的不如往年
好，但是一天零卖百八十个老月饼不
成问题，“五仁月饼的馅是杏仁、瓜子
仁、芝麻仁、核桃仁和花生仁，这些食
材都是特别有营养的干果，中老年人
都很喜欢吃。”

五仁月饼与人无冤无仇，为何招
致这么多人起哄呢？据西点屋的蔡女
士称，五仁月饼也分档次，销售五仁
月饼有6元一斤、9元一斤、16元一斤、
25元一斤，“食材不够好，月饼吃着就
不那么好吃，所以吐槽五仁月饼也是
有原因的。”

此外，记者随机调查的网友称自
己“黑”五仁月饼只是纯娱乐而已。

“其实五仁月饼挺营养的，看着大家
都在喊，觉得挺好玩的，其实‘黑’五
仁也只是娱乐而已。”淘宝店主小桑
告诉记者。

坐坐上上公公交交车车就就能能直直达达昆昆嵛嵛山山
烟台市首条公交旅游专线今日开通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孙
健 ) 从烟台出发坐车到昆嵛
山旅游不方便？这样的日子一
去不返了，17日起，烟台市将开
通首条公交旅游专线，从火车
站坐车可直达昆嵛山景点。

烟台市运管处17日开通火
车站至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
首条公交旅游专线，编号“游
1”。

“游 1”由火车站北广场

发车，沿海港路、北马路、大
马路、滨海北路、滨海中路、
逛荡河西路、港城东大街、海
天路、科技大道、经六路、滨
海东路、S 2 0 5省道、X 0 4 0县
道、S 3 0 3省道至昆嵛山国家
森林公园。单程74 . 8公里，共
设置火车站北广场、月亮湾、
黄海游乐城(工商学院)、烟台
大学东门、国际博览中心、烟
台职业学院、养马岛大桥、中

医药高专、龙泉、昆嵛山国家
森林公园、九龙池景区 1 1个
站点。全程票价15元。

烟台市公交集团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旅游专线
单程达到了70多公里，且大部
分线路是跨公路运行，在线路
运行前期采用试运行的方式，
试运行时间截至明年4月份。

“游1”试运行期间，每日发
运2个班次，火车站北广场发车

时间为7:30和8:00；昆嵛山国家
森林公园发车时间为14:30和15:
00。公交集团配备了一辆舒驰
YTK6800D型大巴和一辆金龙
XMQ6110SCD3D型大巴，每辆
大巴有33个座位。

在线路试运行期间，市
民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都 可 以 通 过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6657950、2917999向运管部门
和公交公司反馈。

要要把把修修身身与与做做人人放放在在重重要要位位置置
——— 鲁东大学校长李清山谈如何做新时代大学生

齐鲁晚报：鲁东大学是烟
威地区建校历史最悠久的高
校，学校有什么独特的历史文
化底蕴？作为鲁大的校长，您
认为鲁大能够带给学子们什
么样的成长引导？

李清山：鲁东大学始建于
1930年，历经山东省立第二乡
村师范学校、胶东公学、莱阳
师范学校、莱阳师范专科学
校、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烟台
师范学院等历史阶段，2006年，
更名为鲁东大学，正式改建为
综合性大学。83年的发展过程
中，学校秉承“厚德、博学、日
新、笃行”的校训，孕育了“求

是至善、尚实致用”的校风，培
育了鲁大人厚德的品格、博学
包容的胸怀、求是创新的精
神、求真务实的态度、谦逊朴
实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红烛
精神”。

齐鲁晚报：鲁东大学培养
了大量教师人才，您认为具备
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教师？

李清山：大学的核心任务
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关
键是拥有一支教学水平高、科
研能力强、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师资队伍。

学校一贯秉承“学高为
师，身正是范”的教育传统，引
导教师切实肩负立德树人、教
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齐鲁晚报：在新时代的环
境下，“90后”大学生也呈现出
不同的时代特征。您觉得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怎

样认知自己的大学生活，如何
定位自己未来的发展走向？

李清山：“90后”青年学生
在信息化时代的影响下，与社
会接触更密切，眼界更宽阔、
思维更敏捷，同样受到的诱惑
也更多。

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生，要
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
领。要把修身与做人放在重要
位置；学会交往、学会共事，善
于处理好师生之间、同学之间
的关系；正确对待自己、尊重
他人，努力培养团结协作的品
质和能力；正确面对挫折、增
强个人自信心，努力使自己成
为有文化、讲礼貌、诚实守信、
品德高尚的新时代大学生。

齐鲁晚报：作为一名大学
校长，您是否有特别认可的观
点或理念？

李清山：2013年，我们提出
了“学在鲁大”理念。作为办学
理念，“学在鲁大”指导学校努

力创造和提供适宜学生全面
发展的优质资源，打造社会认
可、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品牌。

作为鲁大文化特色，“学
在鲁大”倡导“爱心慈善，助人
成才”，以物质帮扶“暖心”，以
精神帮扶“助心”，以结对帮扶

“连心”，让师生在学校文化中
感受，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
中净化心灵，从而形成健全的
思想与人格，激发师生爱校、
建校的热情。

本报记者 刘清源

作为烟威地区历史最悠久的高校，鲁东大学培养了大批一线教师。鲁东大学校
长李清山介绍，鲁大倡导“学在鲁大”的理念，指导师生积极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学
习生活环境，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扎根鲁大，治学授学。

在采摘活动第一季中，报名参加的市民用亲手采摘的葡萄酿酒。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鲁东大学校长李清山

开学季 访校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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