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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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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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评论

让苹果更红，得先留住人

秦雪丽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目前
正是烟台红富士苹果上市的旺
季，作为苹果主产区的栖霞，田
间地头也热闹起来。然而细心的
市民会发现，这些繁忙的身影大
都半百，很少看见年轻人的身
影。

苹果红了，在高兴迎来一年

丰收的同时，不少果农眉间也多
了一些愁绪，摘果子的人实在太
少。据了解，目前苹果的种植以
散户为主，几亩地的果园，无论
是种收还是施肥灌溉，多是老夫
妻两人共同经营，子女大都走出
了农村，走进了城市，用果农们
的话说“年轻人不愿摆弄这玩
意，太累了”。

劳动力的短缺，也使苹果收
获季变得异常忙碌。苹果摘不
完，果农只得加班加点，有的甚
至在果园搭起帐篷，吃住在果

园；而作为苹果收购商，为了能
招到更多挑拣苹果的工人，不仅
在工资上开出高价，还提供了车
接车送、包吃住的优厚待遇，有
的收购商甚至直接从外地招来
工人。

“栖霞苹果在选果的精细化
程度上已经很高，但也面临着很
多问题，人都缺，更别说人才。”
栖霞一位合作社负责人感叹道，
他曾听人说南方一些农村种植
芭蕉的都是老人，丰收期由于人
手不够，不少老人只能让芭蕉坏

在地里。这位负责人说，他有时
候也想，烟台这么好的土地，这
么好的果树，今后谁来种植？

这位负责人的担忧也是广
大农村的一个客观现实问题。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年轻人越
来越向往城市生活，愿意留在田
地里的人越来越少，人才更少。
尽管每年国家都会培养一批农
业科研人才毕业生，但真正愿意

“面朝黄土背朝天”深入田间做
科研的人很少，工作环境以及薪
资多少成为毕业生们择业的标

准和选择。
烟台苹果，因其优良的品

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要让
烟台苹果更“红”，得先把人留
下。留住人需要多方合力，需要
政府部门出台相应的扶持补贴
政策，让农村人愿意并幸福地留
在农村，而不是到外地打工挣
钱。另外，当地应鼓励有想法的
大学生回乡创业，发展苹果事
业，除了祖辈们的传统种植经验
之外，还得融入先进的种植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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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隔隔代代教教育育的的利利与与弊弊

我来抛砖

@紫晶凌凌：今年我调动了工作，无暇照顾孩
子，老公更是一贯地忙碌，无暇照顾家。权衡之下
就把女儿交给公婆带，觉着自家的老人带肯定更
放心。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隔代教育”真的会
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好的影响。

养马岛这个聚宝盆需要好好开发

我有话说

杨莉(牟平区)

国庆期间来养马岛旅游的
游客络绎不绝，驾车环岛一圈，
感叹海岛碧海蓝天，空气清新无
污染之余，游客难免遗憾。海边
美景和蓬莱、长岛、威海大致相
同。停车询问岛上哪儿有好玩
的，只能回答秦皇赛马场。

养马岛也建过一些旅游景
点，如岛中部秦皇赛马场、西游
记宫、封神榜宫、摩天轮。也曾承
接过全国马术比赛、摩托车越野

赛，吸引了大批游客蜂拥而至。
如今是宫还在内已空，只剩宫外
石雕宫女在等待，等待着养马岛
的再次辉煌。

1986年去蓬莱旅游，八仙过
海的传奇成就了蓬莱仙阁的美
名。如今再去蓬莱，一系列景点
的建设带动了经济发展。与蓬莱
相比，养马岛有秦始皇牧马地的
传说，有一代太守刘宠的典故，
有“一岛三滩”的奇异美景。岛前
海面宽阔，风平浪静，岛后群礁
嶙峋，惊涛拍岸；岛东碧水金沙，

优良浴场；岛西水深浪小，天然
良港；岛四周水域盛产海参、鲍
鱼、对虾、扇贝，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养马岛的海鲜无与伦比。岛
上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炎夏驾车一到养马岛大桥就
会感到阵阵凉爽。岛上居民世代
秉承敬老睦邻的民俗民风，岛上
没有工厂没有空气污染，是适合
人类居住的天然氧吧岛。可来岛
游客的心声“来养马岛旅游有钱
没处花”，大自然恩赐的美景驾
车转一圈看完，住渔家乐的游客

也只待一天。岛民守着聚宝盆，
望海兴叹。岛外一座座大楼拔地
而起，似在召唤养马岛的改变，
岛内一排排民房似在诉说改变
的渴望。

谁来改变养马岛？统一的旅
游线路的规划，不再让来的游客
一头雾水。不再让游客到养马岛
广场吃韩国的打糕、长沙的臭豆
腐，我们要办自己的美食节，养
马岛的海参饺子、鲅鱼丸子、蒸
螃蟹、烤对虾、溜扇贝、炸牡蛎，
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满意。

新闻：一年轻男子坐在宝马
车里吃早餐，随手将餐巾纸和塑
料袋往外扔，51岁的女环卫工刘
福香清扫后提醒对方不要乱扔
垃圾，没想到该男子出言不逊后
动粗，连扇刘福香两耳光。发生
在武汉汉口江汉一路上的这一
幕，被网友拍下传到网上，引发
众怒。(楚天都市报)

点评：以为开了宝马就高人
一等了？

新闻：拐卖小孩折磨致残，
被勒令外出讨钱，媒体曾有揭
露。而近日，据微博网友@厦门
脚丫17日爆料，广东佛山街头出
现了牵着骆驼乞讨的乞丐。图片
上的骆驼四肢从膝盖处被截肢，
只能趴在地上，十分可怜。(观察
网)

点评：都不知用什么词来形
容其残忍。

新闻：近日，福建仙游县纪
委年轻职员李伟伟于自家小区
坠亡。家属称李伟伟首次封闭式
办案期间情绪异常，15日曾头撞
墙，17日与领导密谈后坠亡。李
伟伟曾强调，县纪委监控室有秘
密，说有人给他设套让他当替罪
羊。警方和县纪委称不便透露案
情。(南方都市报)

点评：有什么秘密比人命还
重要？

新闻：近几年，北方大多地
区煤炭价格走低，但取暖费与往
年持平。市民质疑：煤价降了好
多年，取暖费为何不降？专家称，
取暖费构成不仅是煤价，现在治
雾减霾，环保是硬要求，供热企
业加装脱硫、脱硝提标改造，成
本很高。(央广网)

点评：能公开一下成本吗？

@我本如水72：工作固然重要，
丢了可以再找。但是孩子的成长过
程就一次，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
还是为了孩子放弃工作吧！

@抱抱宝宝：都有利弊吧，如果
你为孩子着想，就牺牲下工作。毕
竟要兼顾家庭与工作，这很难的。

@牛牛的约定：我就是跟着老
人长大的孩子，现在我性格挺健全
的呀！您说的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
了，老人的一些观念可能有些陈
旧，其实老人带孩子还有很多优点
的。

@936348219：首先，老人带孩
子比年轻人细心周到，现在的许多
年轻人把孩子当成开心果，高兴的
时候又亲又抱，心烦的时候就朝孩
子发脾气。老人不会这样的，因为
他们年轻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了，所
以现在他们会很注意的。很多老人
会刻意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怕让
宝宝学到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另
外，毕竟是隔代，怕被子女不满意，
他们会尽职尽责地照顾宝宝，至于
说到溺爱，哪家的老人不是这样
啊？

来源：17路论坛

教育部公布15个就业率不
理想的专业：食品卫生与营养
学，生物科学，旅游管理，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市场营销，动画，
知识产权等。除了高校专业设置
的唯“名”是论，更要从根本上反
思我们的基础教育，让孩子从小
认知自己！

——— 罗崇敏(公务员)

户籍制度非常不公正，凭什
么把人划成农业户口是根据他的
职业？只要去看看现在的“农民”，
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已经不再务
农，其大部分收入也已不再来自
于农业，却还非管人家叫农民。这
个不合理的东西拖来拖去，早该
改了。

——— 周其仁(北大教授)

名嘴说事

王香(牟平区)

时已深秋，市场地摊上还有
出售野生蜂胚 (带着蜂蛹的蜂
巢)的。一盘一盘，褐色的巢、白
色的蛹，色彩分明，完整无损，显
示着挖掘者高超的技艺。一位路
过的老农看了叹息道：“挖疯了，
野蜂都光了！还传个什么粉？”据
说，那些挖蜂人从大地回春山上
有了蜂儿采蜜时就开始，历经
夏、秋，能按照不同时令、不同蜂
种，不停地挖。

这些技艺是外行人所不能
明白的，就拿寻找窝巢这道程

序，人们能手脚不停目不转睛，
甚至废寝忘食地跟踪，遇坡爬
坡，见水蹚水。若不见了蜂影，他
们还可高攀到树上，居高临下俯
视更广的范围，务求再次锁定目
标。在这样严密的监控追踪下，
蜂儿们就是再长几副翅膀，也难
逃“如来佛祖”的手心。

寻到了窝巢，不管是树上
的、草丛中的还是洞穴里的，捕
获者肯定连窝端，有几层端走几
层，更无“留种”之念。他们连非
洲草原和热带丛林中原生居民
都不如，因为那些人在捕猎时还
知道不能赶尽杀绝。为动物昆虫

们留后路，就是为自己以及子孙
后代留出路。

挖蜂蛹人以此为生，以此为
职业，家庭日常花销费用全部仗
此，能不尽力尽职地挖掘吗？盘子
大小的一层蜂巢，最低能卖上五
六十元钱，而一窝蜂巢，往往有几
层。一天的收入比全职上班人员
的收入都不少，他们能不勤快得
疯子一样漫山追着蜂儿跑吗？

姚明为阻止人们食用鱼翅
以保护鲨鱼，发出了“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的公益之声，说得
完全有道理，因为市场需求是指
挥棒。有些人温饱后思淫欲：天

上的还有星星没吃，地上的除了
石头没尝。冬虫夏草快挖没了、
象牙犀牛角快砍光了、虎骨快被
剔 光 了 、藏 羚 羊 皮 快 被 扒 光
了……

深秋里，花儿早已稀落，叶
儿开始凋落，但柔若无骨的蜂儿
们，还在勤勉地工作着，希望能
减轻季节更换带来的损失。可
是，它们不能抗衡的是人类的贪
欲———“好吃不留种”。连后路都
不肯留的人，何其歹毒也。

疯狂采挖蜂胚的人们，别疯
挖了，为了它们，更为了我们人
类自己。

挖蜂蛹的双手别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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