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节俭婚礼会让幸福更加体面

美丽海滩为何不能亲近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八爪鱼：周末我到养马岛海边去玩，景区的
人还真不少，下车走了几步，看见有台阶通到海
边，礁石林立，煞是好看。刚准备走到海滩，就听见
有人喊：不能往前走了，回来！我估计他是承包的
这片海滩，怕游人偷他们的东西。

漫漫画画：：夏夏坤坤

毛旭松

现在很多人结婚，看重的是
排场，比如清一色的奔驰、宝马婚
车一溜整齐地驰骋在马路上。豪
车开路确实能够让人驻足观看，
啧啧称赞，有些新人结婚所追求
的就是拉风的豪车代表的气派和
豪华。

退回十多年前，那时候私家

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婚车至
多是两三辆轿车。可如今风景大
不同，私家豪车多了，结婚的排场
也攀比成风，结个婚弄个十几辆
豪车开路已经不算是什么稀罕事
了。可现在跟以前比，原本结婚是
件很幸福的事，但现在不少新人
办婚礼会觉得很累，酒店要高端、
婚车要大气、婚礼要上档次，为了
面子不惜砸下重金办婚礼，面子
有了，心却很累。

有人会说了，结婚一辈子就
这么一次，风光点也无所谓。话虽
然这么说，但还是有所不同。喜庆

不喜庆，并不是靠着豪华的婚车
来衡量，现在流行的集体婚礼、公
交婚礼等等也同样很风光。这就
看从哪个方面去考虑了。

作为过来人，大家可能都有
这个感受：现在回想起婚礼来，大
部分都是很热闹的抽象记忆。跟
友人说起自己当初的婚礼时，只
能是些“当初我结婚时，一路豪车
浩浩荡荡奔到五星级酒店”之类
的炫耀话，可能真谈不上有什么
特别值得纪念或回忆的故事。

很多婚礼现在办得是千人一
面、缺乏创意，倒是现在提倡的节

俭婚礼受到不少年轻情侣的青
睐，像租公交当婚车、骑公交接新
娘等等。可别以为这是新人家境
贫寒，其实，这就是追求的既节俭
朴素，又很有意义的特别婚礼。我
想若干年之后，回忆起来当初的
婚礼，“自行车作为婚车”比“豪车
作为婚车”更让人印象深刻。

对于浪漫的定义，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解读。但我想“浪漫在于
方式而不在于金钱”是大多数人
的共识。只要能让自己一辈子留
下值得回忆的美好，那么即便是
婚礼寒酸了些也值得称赞。相反，

即便有钱人婚礼办得更大，再豪
华，那也只是一时的热闹，不一定
能换来一世的美好。

参加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都
成为现在年轻人标新立异、力求节
约的新鲜方式，这种时尚又节俭的
婚礼形式值得称赞。总而言之，简
约并不代表简单，个性却不一定奢
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集体婚礼等迎新方式，既为
新人们节省了不少结婚开销，更
传递出低碳、环保的时尚理念。希
望这样的时尚方式能够逐渐流行
开来。

@网友：不仅仅是养马
岛，其他海边也有类似状
况。承包海滩无可厚非，阻
止游人进入海滩游玩就不
应该了，那声声的呵斥，影
响烟台的形象。试想一下，
看着美丽的海景却不能接
近，那建设成美丽的海岸
带又有什么用呢？外地游
客回去后说起烟台，又会
怎么说？希望有关部门能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让大
家都能亲近大自然赋予我

们美丽的景色，让烟台的
美名传天下。

@pp虾v：在养马岛转
过一圈，因为承包出去了，
硬是没有个可以亲水的地
方，真是让人扫兴。

@ 快 乐 馆 主 ：光 说 开
发养马岛的旅游资源，玩
海玩海，连海边都靠不上
去 ，谁 还 来 玩 ？作 为 牟 平
人，我已经多年不去养马
岛了。拣个波螺，挖个蛤，
抓个螃蟹那才是乐趣。没

有了这些，玩海的乐趣在
哪里？

@北海鲲鹏：我感觉从
岸 边 到 海 边 1 0 0 米 内免费
属于市民游玩，1 0 0米外才
属于承包养殖户。

@好吃懒做：就怕再圈
养陆地，以后没法上街喽。

@狮子座的狮子：还是
还海还沙滩于民比较好，
不能为了短期利益，损坏
了烟台的长远发展。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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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政府找到了一条最佳路线，既
不需要宽松货币政策，又能刺激经
济发展，这看起来似乎很美妙。但
仔细一想就知道，地方政府没钱或
者说不能长期稳定地得到资金是
不会这么下大力度开展投资的。关
键点就在于依靠地王，地方政府获
得了充裕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
地王大幅度抬高了土地价格，等于
政府最核心的资产，土地大幅度升
值了，政府自然有足够的信心开展
大规模投资了。

——— 周彦武(经济学者)

钱塘潮，一生值得来看一次。
不简单看个刺激，潮后面无数的故
事。推荐听夜潮，人静处。从伍子胥
想到苏东坡，从徐志摩重温到金
庸，历史在潮中滚过。所谓心境，都
需要个映射的对象。

——— 张泉灵(主持人)

新闻：余姚四中的王晶晶和小
伙伴们数月穿梭在余姚老城区的
老房子之间，做出一份危房调查报
告，指出当地危房检测申报程序有
大漏洞。这份小小的社会实践报
告，或许真能推动当地立法的修
改。下个月，宁波市将就此举行立
法听证会。(钱江晚报)

点评：小伙伴们补了谁的漏
洞？

新闻：国家级文保单位泰州城
隍庙内，建起了一个福星殿，个人
只要捐赠3680元至26800元，就可以
得到一个永久性“福位”存放骨灰
盒。由于泰州城隍庙是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不会被拆迁，因此福
位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新华日报)

点评：由国家级文保单位上升
为“骨灰级文保单位”，还创收了经
济效益，真是一箭双雕！

新闻：9月23日，南京溧水区洪
蓝镇西旺社区，一柘塘镇派出所副
所长雇工人在自家别墅下方深挖
200多平方米“地宫”，以扩大建筑
面积，涉嫌套取更多拆迁补偿款。
(人民网)

点评：深挖洞，广积粮？

新闻：近日，有媒体曝光杭州
市富阳某休闲农庄工作日午间有
公务车前来，车辆上印有“环境监
察”字样。相关人员聚餐时用萧山
话进行交谈，席间开了两瓶红酒和
一条软中华烟。聚餐持续了近1个
半小时，共计消费2000多元，其中
烟酒花费超过1300元。(中国新闻
网)

点评：竟敢顶风作浪，应严惩
不怠。

新闻：“人人都爱两种花：有钱
花和随便花。”这个段子在网上流
行甚广。可如果真有人拿着钱扎成
的花束送给你，你是否会爱上这种

“花”呢？近日，在西安市柏树林十
字附近一家鲜花批发店内，就有人
用约50张百元大钞制作了一束“钞
票鲜花”。(华商报)

点评：看，有创意，闻，有铜臭。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国
庆、重阳双节临近。本报携手
烟台旅游部门在节日期间推
出系列大型旅游惠民活动。

惠民活动一：
国庆节期间，烟台市旅游

集散中心为烟台市民准备了
丰厚的旅游大餐，凭烟台市民
休闲护照参加烟台旅游集散
中心的各条旅游线路即可享
受10-50元不等的优惠！参加10

月2日的黄山火车专列线路不
仅可以享受50元的特惠价格，
并可获赠精美礼品。

惠民活动二：
国庆节期间，凭烟台市民

休闲护照参加蓬莱欧乐宝一
日游，均可享受惊喜优惠价格
190元/人！

惠民活动三：
重阳节期间，烟台市旅游

集散中心推出“醉美黄花溪、
祈福天缘谷、情系弥河湿地、
青州市博物馆二日游”，惠民
价格300元/人。

【弥河湿地公园】在这里不
仅可以饱览湖光潋滟、飞瀑磅
礴的自然美景，还可以领略兼

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弥河文化。
它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森
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湿地
公园，是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青州市博物馆】是中国最
大的县级市博物馆，在这里不
仅可以了解青州不为人知的秘
密还能赏鉴国家级宝物，【青州
昭德古街】是入围全国“历史文
化名街”也是山东半岛回族居
住最集中的街道之一。【泰和山
风景区】是青州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可以游览九天玄瀑，
梵花仙境———【黄花溪旅游区】

在谷底踏水而上，沿着一条近
2000米的山涧木栈道，观赏山东
第一崖壁飞瀑，领略“峭壁、峡
谷、飞瀑、溪流”的壮观景象。继
而游览【天缘谷旅游区】由一条
峡谷贯穿儒、释、道三教，建有泰
和寺、万佛殿、碧霞宫、文庙等，
并有亚洲第一大纯铜佛像———
弥勒佛像。此景区是一处向善祈
福、静聆心灵之地。正常价格400

元/人，惠民价格300元/人。
有出游意愿的客人可拨打

集散中心24小时电话：6633222、
6 6 6 9 8 9 8 或 登 录 网 址 ：
www.6669898 .net查询相关信息。

朋友，拜托文明出行

刘学光(莱山区)

近日下午，乘公交车外出。过
了一站，见三位留着“板寸头”的
时髦青年抽着香烟，一摇三摆、东
倒西歪地上了车。

过了一会儿，车里烟雾腾腾、酒
气熏天，那三位青年满口脏话，不堪
入耳。突然，其中一位青年呕吐不
止，顿时，车里伴着呕吐的秽物散发
出的难闻气味弥漫开来。乘客无不
掩鼻唾弃这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对
这三个小青年“刮目相看”，投以鄙
视的目光且纷纷躲避，仿佛瘟神降
临似的，唯恐躲避不及，染疾上身。

又到了一站，他们三个青年耀
武扬威、你推我搡、摇摇晃晃地下
了车。这时，一位老大爷愤怒地说：

“太不像话了，一点素质都没有！”
公交车上是公共场所，是大家

共同拥有的空间，是人人出行都离
不开的交通工具。只有人人文明乘
车，认真遵守乘车规则，做到文明
出行，礼让他人，敬老爱幼，积极主
动创造和谐文明、秩序良好的乘车
环境，那么，我们美丽的港城才会
文明无处不在，和谐友爱的乘车
氛围才会处处洋溢呈现。

大学生不缺机会

只缺培养
任红(龙口市)

大学生毕业刚刚踏上社会，
一门心思只想展现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的价值。找工作并不难，
但是要找到一个能够百分百重视
人才，不遗余力对其进行培养的
公司，却是难上加难。

当大学生刚把一只脚迈进公司，
抱着“尝试一下，不行就撤”的心态将
信将疑、惴惴不安之时，公司能够以
最强大的热情、最温暖的关怀、最周
到的照顾、最无保留的培养，将他们
的心捂热，将他们的疑虑击破。那么
他们也会心甘情愿把另一只脚也迈
进来。信任是相互的，利益是共赢的。

约“惠”金秋旅游季，报名从速

一家之言

公 告
烟台开发区齐客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肖志远、于
晓华：

烟台市福山区建筑安装
装饰工程公司诉你单位 (个
人)等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经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作出(2003)开民初字第424

号生效判决并进入执行程
序。烟台市福山区建筑安装
装饰工程公司已将上述债权
依法转让给烟台德润建筑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现依法
通知你单位(个人)，望你单位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依法向
烟台德润建筑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履行判决确定的义
务。 特此公告。

通知人：烟台德润建筑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201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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