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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带着父母补拍套婚纱照

怎么现在出租车挑乘客了？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烟台聚蚨祥：以前打车就直接跟出租车师傅说
去哪里，然后师傅就载着去了。现在是还没上车，出租
车师傅先问“到哪里”。我不是很懂，到底该不该坐出
租车，因为多次被拒绝，而且有时候你就算上车了，好
像他们也不是很愿意拉你。

毛旭松

说起婚纱照，对于年轻人来
说并不稀奇，几乎每对新人都
会拍多套婚纱照留作纪念。然
而，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们的
结婚照大都是简单朴素的黑白
照片，拍一套洋气的婚纱照是
不少老年人藏在心底的愿望。
齐鲁晚报免费为6 0周岁以上老
夫妻拍摄婚纱照活动吸引了众

多老年读者的参与，有些老人
拍完婚纱照后，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

老年婚纱照难拍的原因有
二，很少有婚纱影楼专门为老
年人准备拍摄项目；另外老人
辛苦一辈子，勤俭节约惯了，也
舍不得拍摄。作为子女，不妨带着
父母去补拍套婚纱照，花费还是
其次，关键是让父母高兴。诚如一
位女儿所说：“很为父母开心，让
他们如愿补拍了婚纱照，我也见
证了这个幸福的时刻。”

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是父母
的孩子，可以无限期奢侈地消

费父母的一切。他们的真实愿
望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我们知
道父母的心愿吗？我们能够陪
父母完成他们的心愿吗？其实，
有媒体曾经专门做过调查，父母
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儿孙常回家
看看，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趁着
还能走得动，希望和儿孙出去玩
一玩。

这些最朴实的梦想实现起来
并不需要耗费多大财力和心力，
都是子女们力所能 及 的 。这 两
天，因为首个老年节探望父母
成难题，民众呼吁将重阳节定
为法定假日，让子女陪陪老人，

方能更好的实现“重阳敬老”的
意义。其实孝心不能只寄托在
老人节这一天，老人节能不能
成为国家法定假日，我们有没
有时间和金钱，都不是问题的根
本，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有没
有这个孝心。

从带着父母补拍婚纱照，我
联想到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周游
全国的“孝子哥”陈录雪。在母亲
的迟暮之年，成都双流孝子陈录
雪为完成母亲的心愿，带着母
亲周游全国。为了这次“尽孝之
旅”，他改造而成一辆可供做饭、
睡觉、上厕所、洗澡的“房车”，而

今他们已经游遍了半个中国。“没
有钱就打工，任何困难都阻挡不
了我完成母亲心愿的脚步。”陈录
雪说，看到母亲开心就是儿子最
大的幸福。

父母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别
让父母的心愿变成遗憾，从现在
开始了解父母、关心父母。迟来的
婚纱照，能留下最美的回忆，它不
仅浸润着多年的患难真情，更有
儿女对他们的殷殷祝福。有时候，
奋斗不应该成为我们尽孝的障
碍，今后无论如何也应尽可能多
地抽空陪陪父母，哪怕是回老
家陪爸妈散散步，话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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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新闻：10月11日晚，上海财经
大学一男生为了向心爱的女生表
白，准备了蜡烛点燃并摆成了 I
love you的形状，希望以此感动女
生。不料被女生和她同宿舍的姑娘
拿了满满的一盆水泼了上去，未
了，还将装水的盆子扣在了男生的
头上。(人民网)

点评：太过激烈的告白有强迫
之嫌。

新闻：10月12日，一尊巨型雷
锋头像艺术雕像在长沙雷锋大道
望城区路口初现雏形。据悉，该双
面雕像为钢筋混凝土材质，高30

米，厚6米。目前已经完成主体工
程，进入周边绿化扫尾阶段，预计
本月底完工。届时，该雕像将作为
进入雷锋故乡的标志，寓意着雷锋
精神长存，雷锋故乡望城经济腾
飞。(人民网)

点评：心里没有雷锋，雕像再
高也没用。

新闻：2008年9月，上海市青浦
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试生产，
2010年1月环保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后正式运营。由于这座垃圾厂与江
苏省昆山市仅一河之隔，自此以
后，昆山市千灯镇和淀山湖镇的数
十万居民就生活在恶臭的阴影之
下，有时甚至在睡梦中都被飘过来
的恶臭熏醒。(现代快报)

点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

新闻：北京最火养老院，竟要
排100年！记者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这个夸张的数字反映的是养老市
场资源配置的畸形。少数国家重点
扶持的明星养老院质优价廉，一个
单间的入住价格仅2250元，在近郊
区一般的养老院连一个床位都不
够。而如果要享受优质的服务，则
需要入住价格高昂的私立养老院。
(北京青年报)

点评：养老院价格的畸形，折
射不同阶层老人晚年生活的巨大
落差。

王晓正(龙口市)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
选择了出游，游山玩水之时，
大家都喜欢用相机、手机记
录下美好风景或是动人瞬
间。按动快门的瞬间，我们希
望定格的是美丽，而不是陌
生人抢镜般的晃过。

笔者就亲身经历过这样
的情景，好友相聚到海洋极
地世界，一只可爱的鲸鱼很
配合地游了过来。大家摆好
造型，以鲸鱼渐进为背景，刚
要抓拍，只见镜头前走过一
对情侣，待到他们完全走出
镜头，鲸鱼也掉转头游走，大

家无不遗憾。一圈游玩下来，
仔细留意，发现此类抢镜头
现象不在少数。

我们平时所说的抢镜
头，一般是有意为之，而外出
游玩拍照遭遇抢镜头则是种
无奈。相信，大部分抢去别人
好镜头的人并非有意为之，
他们或许没有看到正在有人
拍照，或者抱着“我走过去你
们再拍也一样”的无所谓心
态。

在社会，我们以法律为
准绳；在单位，我们以规章为
约束；外出游玩，我们同样要
带上道德，在自己尽情欣赏
的同时要细心留意能不能方

便一下别人，更重要的是不
能因为自己贪图方便而影响
到别人。以“抢镜”行为为例，
遇到有人拍照，或者稍作停
留，或者绕道而行，所谓“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方便了别
人，也能收获感激和微笑。如
果因为没有留意而给别人造
成尴尬，也要停下脚步，报以
微笑，道一声抱歉，只要文明
在，心里就会舒坦很多。

贸然走进别人镜头是众
多旅行途中不文明行为的一
角，文明出行，单靠道德约束
略显单薄，如若以规则进行
规范，或许更有助于良好品
质的形成。

不走进别人的镜头也是文明

我有话说

多开地面公交线路，要像蜘蛛
网一样，织到小区附近。而现行每
条线路，车辆还须增加，让行车密
度进一步加大，乘坐必然更加方
便，也更舒适。果能如此，买私车、
用私车者，必然大大减少。到那时，
乐观点说，也就五年左右吧，我相
信，交通拥堵，必将大大缓解！

——— 詹国枢(媒体人)

一些农村学校、不发达地区学
校，会因重视计入高考总分的科
目，只要学生投档分上线，可计算
升学率，英语等级不高进入不了好
学校，那不是学校操心的事。这会
使农村学校的英语教育与城市学
校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预见，这
样的改革，与上一轮改革一样，会
以失败而告终。

——— 熊丙奇(学者)

@有你的爱：交车时间一般是11点
半，所以出租车11点就开始返程了。下午
交车时间一般是6点，5点半就开始返程
了。有些时间段，有些地方堵车很严重，所
以不愿意拉客。

@请叫我小麦兜：有这种情况，是在
出租车下午交接班的时候出现多，他们也
有白班晚班。

@刻舟求贱：城区拥堵太厉害，出租
车交接班时间又不科学，下班时间要打个
车可真难。

@巧克力的心情：我4天前和老公从
青岛坐长途车回来，大约是晚上9点左右，
在火车站附近打车也被拒载两次，当时也
记下车号了，但是想想出租司机也不容易
就没有举报。

@天是红河岸：放个假回老家，回来
都累得不行，想打车快点回家，但是根本
就打不上车，本来出租车就少还拒载。

@红烧鱼：有次出差回来，在机场打
车，走到半路，非要把我甩到别的出租车
上。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也应该引
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更加规范出租行业的
管理。

@lzgbbc123：该举报就举报，大多数
人都有惰性，不想费口舌，其实出租车的
监管部门还是很严的，没人举报就别怪人
家挑客了，大多数出租司机一般都会跟乘
客好好商量的。

来源：烟台论坛

刘学光 (莱山区 )

位于芝罘区黄务立交桥南，
集蔬菜、水果、装饰材料市场和
黄务大集于一处的通姜路，三步
一坑，五步一洼，路面破损严重，
给过往车辆行人带来很大麻烦，
在此运行的多路公交车行至该
路段都是颠簸起伏、左倾右倒，
仿佛喝醉了酒，把乘客都给晃得
晕头转向、恶心难当，大家无不
怨声载道。

特别是下过雨后，路面好像
就是一湾一湾的“水湾方阵”，排
列得有板有眼，又仿佛是“地雷
阵”，行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一不小心就掉在水湾中捡个“大
元宝”，让人哭笑不得，苦不堪
言！东扭西歪驶过的汽车，把水
湾折腾得皮开肉绽、水花四溅，
行人唯空躲闪不及，纷纷避让，
真是路难行，难如上青天。

我就亲眼目睹一位拄着拐
杖、步履蹒跚的老大爷赶大集，
在经过一处较深的坑洼处时摔
倒了，当他慢慢爬起来，见膝盖
处已磕碎一个口子，又一瘸一拐
地消失在人群中，心中很不是滋
味！

道路是城市的脸面，是城市
的文明检阅台。希望有关部门尽
快来修缮正在“哭泣”的通姜路，
把破损坑洼的路面修好，还市民
一个平坦干净、美丽通畅的出行
环境。

哭泣的通姜路何时修

韩昀达(蓬莱市)

随着社会老龄化速度的
加快，如何积极引导广大老年
人真正享受健康美好的老年
生活，使他们能够参与到丰富
多彩的文娱活动，是摆在各级
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笔者看来，近年来相
关部门在生活、医疗、社会救
助等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措
施，加大了投入，缓解了“老
有所养”的矛盾，例如公交车
凭老年证即可免费乘坐，各
个景点推出优惠的老年票。

但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还
没有引起足够关注，“老有所
乐”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有效
满足。

简单地以为老年人吃饱
穿暖就满足了，其实他们同
样需要精神上的追求。如今
多数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还较
单一，除了看电视、看报纸、
听音乐、打牌，不外乎就是钓
鱼、扭秧歌、散步或聚聊、晒
太阳等，这些都不足以满足
老人的精神需求，虽然是老
有所动，但是不能说是动得
精彩。

笔者以为，政府、社区等
部门要能够及时加强各项利
于老年人活动的配套设施建
设，一方面通过鼓励老年人
参加一些有益的娱乐和社会
活动，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
和爱好，例如集邮、集报、养
鸟种花、绘画书法、学电脑上
网等，为老年人寻找一个新
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还可
以正确引导和帮助老年人重
视自身健康，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培养豁达胸怀，让老年
人发挥余热，享受愉悦的精
神生活。

老有所动更精彩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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