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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侍花弄草，出门可别采花摘果

头条评论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在话题版发出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我有话说》栏栏目欢迎您

的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想谈谈看法，《一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yantaihuati@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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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节可别光拉虚架式

我有话说

毛旭松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
然而，想在市区找个植树地点却
变得越来越难。一边是市民和企
业满满的植树热情，一边是植树
地点越来越难找 ,越来越偏。对
此，林业部门建议，植树节不光
植树，还可以将植树变养护，提
高树木的成活率。

从植树到护树的转变，可以
说是对植树节看法的升华。有些
人有植树的热情，却缺少护树的
恒心。俗话说，“树木三分栽七分
管”。栽下一棵树容易，护理树木
成材很难。在烟台绿化程度较
高，林地基本已被植被覆盖的情
况下，从重植树到重护树的转变
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生活好了，不少市民喜
欢侍花弄草，增添了生活乐趣。
但出了家门仿佛就把对花草树
木那百般呵护劲儿抛到了九霄
云外去了，每年槐树开花、银杏

结果的时候，总有人不惜毁坏树
木采花摘果，也有人把小区里的
树木当成了天然的健身器材，更
有甚者把野外美丽的花草挖到
自己家里。

不久前，《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报道了小璜山等处树木遭到
恶意砍伐，此新闻一经报出受到
市民的强烈关注。然而，这并非
个例，以“烟台破坏树木”为关键
词搜索，民生小区12棵大树惨遭

“断头”剥皮、新桥西路三棵树遭
剥皮、开发区防护林带遭破坏，
树木被连根拔起等等新闻层出

不穷。为何对家里的花草就爱护
有加，对公共资源却停不下破坏
的手？

每年的植树节市民的热情
都很高涨，这说明大家环保意识
越来越强。植树的同时更要爱护
好树木，如果一部分人忙着植
树，另一部分人忙着破坏，那么
每年植树活动的效果只能大打
折扣。植树热情高跟破坏严重成
了矛盾，要化解矛盾，诚如林业
部门工作人员所说，市民可以将
植树变为养护，一样可以保护森
林，增加植被覆盖率。

植树热情可嘉，护树同样功
不可没，护树可能不会像植树那
样立竿见影，但护树融在每日生
活中更难能可贵。大家不是没有
爱护花草的意识，也许是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对待公园、
小区里的花草树木都能够跟对
待家中的花草一样，那城市的颜
色必将更加翠绿。

小小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需要漫长时间，而破坏一棵树木
则不过几分钟时间，希望大家能
够多多呵护这些城市的绿肺，让
烟台的空气更新鲜一些。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积极开展线路走廊

树木清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刘塑) 近
日，国网牟平供电公司对10kV

线路附近的树木进行修剪，拉开
了该所春季线路走廊清障工作
的序幕。一是积极与当地政府部
门沟通，争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支
持。二是利用村广播、发放宣传
材料等方式宣传电力设施保护
条例，提高用户对电力设施的保
护意识，防止线路防护区内新栽
树木。

备战春检

确保零违章

本报讯(通讯员 薛俊杰)

为确保春检工作安全、优质、高
效进行，国网牟平供电公司对
2014年春检工作进行详细部署，
扎实做好、做实设备运行的基础
维护工作，努力为全年的安全工
作开好头、起好步。加强设备巡
视，及时汇总、上报设备缺陷，力
求消缺彻底，杜绝重复停电，为
春检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点线面体”结合

提升安全管控能力

事实上，一个人是不太可能
从他人苦难的经历上得到顿悟
的，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就像那
些热衷心灵鸡汤的人，喝的时
候，倍儿明白，瞬间觉得自己的
生活该怎么安排了；只是第二天
早晨起来，一抬眼，一片茫然；一
抬腿，依然走在老路上。

——— 董路(解说员)

舆论场对统计数据的习惯
性质疑，并不是公众过于挑剔，
实乃因为眼下的统计数据，很多
时候看起来更像个数字游戏，严
重失真，也就失去了公信力。究
其原因在于，现行的统计方法存
在缺陷；覆盖面过窄，以偏概全；
统计口径不一，导致不同数据

“打架”；统计数据孤芳自赏，与
公众感受差距太大。

——— 邱林(评论员)

新闻：11日，家长围堵在西
安枫韵幼儿园门口，幼儿园园长
承认，为预防感冒保证出勤，给
幼儿服用了处方药病毒灵，时间
为一季度。而大班多位家长反映
孩子吃了快三年，幼儿普遍出现
药物反应，部分男孩下身红肿。
(华商报)

点评：丧尽天良。

新闻：新学期父母的比赛
中 ，就 有 一 项 ，为 孩 子“ 跑
官”——— 争取让孩子当上班级的
小干部。回想起开学初为孩子

“跑官”的情形，何女士仍然感到
心有余悸。不少刚刚把孩子送进
校园的爸爸妈妈，恐怕都体会到
这样一句话，人生何处不是赛
场。(南方都市报)

点评：家长忙着跑官，学校
不能旁观。

卢嘉善(蓬莱市)

植树节前，我听朋友说，
前几天晚上，他家北面不远的
小山上着起大火，虽经人们奋
战，但也焚毁了不少当地名贵
树种和不知经过几代人培育
的成材林，损失不可估量。

听后我愣住了：一座原
本蓊蓊郁郁的山头，一时不
慎，遭此厄运，能不痛心疾
首？须知这每一枝每一叶饱
含多少人的心血！特别是栽
植的，那可是汗水或者是血
水养大的，一旦毁掉，岂不可
惜？

由此我想起一段往事，

那一年植树节，我随单位到
驻 地 附 近 一 座 大 山 西 侧 造
林，经过一天的劳作，好容易
才完成任务。下山时我对着
小树们说：“希望老天照顾你
们茁壮成长。”惹得大伙好一
顿笑。因为那山就座落在我
服务辖区内，一天，我特意驾
车冲了上去，下车一看，眼前
一切令人伤心：老天失信于
我，树苗几乎全军覆没，现场
草藤盘绕，一片狼藉。在周围
放牛的人笑笑说道：“轰轰烈
烈栽上去就没人过问了，天
旱不浇水能活才怪！”听到这
话，我心里好一阵难受，也只
好“望柴兴叹”了。

这植树节可别光拉虚架
式，要踏踏实实做点业绩才
是正理。在积极地栽植树木
的同时，督促管理人员细心
照料，抓紧善后的浇水、除
草、培土和修剪等管理措施
的落实，还要做好防火、防
虫、防盗伐等安保工作，不
然，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
可是前功尽弃了。植树造林，
恢复生态，以“防为先，植为
主，管为重”的“三为”方针。
我们不敢追求1 0 0%，最少也
得达到6 0-80%的成活率，尽
量避免劳民伤财的结局，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成效，
笑对子孙。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薛俊杰)

近日，国网牟平供电走进校园，
通过讲授安全用电常识，用深入
浅出的语言向学生们普及电力
设施保护和安全用电知识等，并
鼓励学生们人人争当“安全用电
小宣传员”，向家长和周围的人
宣传所学到的安全用电知识，营
造了良好的安全、可靠、和谐的
供用电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刘塑) 山
东省电力公司2014年安全生产
工作暨春检动员会召开后，国
网牟平供电公司立即传达落实
会议精神，要求各部门、单位认
真组织学习贯彻，紧紧围绕当
前电网春检、基建施工等重点
工作，细化措施、强化落实，完
善“点线面体”有机结合的“立
体化”安全管控体系，全方面改
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

走进校园

普及安全常识

传统小吃，掀起你的盖头来
沈欣(芝罘区)

笔者在福山采风期间，对当
地的几种名小吃做了探访。有一
个很大的问题，比较有特色的传
统小吃，秘方多是隐匿不示人
的。进步的店主会技术转让，转
让费也是很高的。有些品种随着
时间地推移，会技艺的人相继去
世，后代没人经营，慢慢就失传
了；有些品种像锅饼、老式烤饼，
随着工艺复杂，也慢慢走出人们
的视线。

对于经商，秘方固然是商
家的命脉不假。但过于保守，
对于我们烟台地域的饮食文化

来说，路会越来越窄。做的人
少，吃的人少，知道的更少，只
会重蹈覆辙。像过去盛唐时的
烧尾宴，清末民初的段家菜、
任家菜、王家菜、大帅菜等官
府菜现在都已经失传。原因是
什么呢？这些官府菜堪比阳春
白 雪 ，没 有 流 入 百 姓 的 生 活
里，没有得到平民的认可。就
算商家想竞相经营，拘束于秘
方也无从下手，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所以能流传下来也是凤
毛麟角，像流传下来的孔府菜
是因为孔氏后裔世代受封才被
保存下来。

我们烟台的名小吃，不止是

一个焖子。因为方法简单易操
作，很多主妇在家也可以试试身
手，自己做的料足味正。更重要
的是里面的主料和配料，我们一
清二楚，是个烟台人都知道。烟
台的焖子名气大，传承创新，才
出现了多种口味的焖子。比如：
三鲜焖子、海鲜焖子。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
代社会，快餐业的迅猛发展，
市民对饮食要求的是方便快
捷，一个“快”字，也让传统小
吃步履艰难，为了做一顿早餐
起五更爬半夜，是天天如此。
付出辛劳，工艺也相对复杂，
也制约了传统小吃前进的步

伐。快餐店的小吃形态在，神
韵却不在了，就是口味不地道
了。做为对传统小吃的继承也
要本着摒弃繁杂的工艺，尽量
保持其原汁原味的风貌。作为
餐饮工作者，应该多汲取民间
美食的精华，才能长久地服务
于大众。好多传统小吃虽未列
入鲁菜的菜系里，却是先民们
劳动成果的结晶，滋养着世世
代代人们的血脉，不只是个别
群体的财富。

传统小吃掀起你的盖头来，
别让神秘的面纱的挡住脸。让传
统小吃走得更远，需要更多人的
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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