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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出游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话话题题

国家旅游局日前出台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
暂行办法》后，各地跟进出台
相应约束游客不文明行为的
办法。对此有媒体称，因旅途
中不文明行为上了“黑名单”
的游客，只要不参团，而是采
取自由行、自助游等方式，丝
毫不受制约。但这一做法，在
我省行不通。这就杜绝了这
部分游客蒙混过关的侥幸心
理，令其今后在做出不文明
行为时有所忌惮。

目前“烟台公交”客
户端经测试已具备上线
条件，将于近期正式上
线。客户端已实现芝罘
区、莱山区、高新区所有
线路以及开发区、福山
区、牟平区跨区线路的实
时查询，不仅能方便市
民，对于公交集团管理人
员来说也能实时了解公
交车的运行线路，便于调
配和管理。该款客户端也
将助力烟台智慧城市建
设，给市民提供更便捷的
公交服务。

下期话题

今日

调查显示，我国中央政府司
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 . 1次饭局，
省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
1 . 3次饭局。到了基层，时间则更
长：市长平均每周15 . 1次、县长则
达到每周18 . 2次。每天的饭局甚
至需要赶场。多少公帑打水漂？
多少时间被糟蹋？

——— 王石川（评论员）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
新旧交替的“衔接期”，期间在经
济结构调整阵痛和外部需求不
振相互叠加时，用政策刺激兜
底，同时以战略突围是关键所
在。货币开闸、投资升温、楼市放
水、股市狂升等作为政策刺激的
力量，为的正是宏观兜底的缘
故。此中，房地产业当然不可缺
位，必须继续发挥投资和提振内
需的力量。

——— 赵晓（经济学者）

名嘴说事

赵传勇

好好的文物，非要在上面
提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流芳
百世，而是贻笑大方；雕塑虽然
没有生命，人类却有文明，搂着
雕塑做出不雅行为是在打谁的
脸？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距
离不再遥远，足不出户便可网
罗时事新闻。最近几则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被推上了风口浪
尖，甚至相关部门针对此类行
为出台了相关规定，希望能借
此约束游客旅途中的不文明
行为。

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瞧瞧闻名于世的名胜
古迹，何尝不是一件美事？把美
好留在心中，把记忆藏在深处，
当成人生中的一笔财富。但如
果在留恋名胜古迹之余，非要
留下点私人印迹就显得美中不
足了，在尽情山水间之时做些
与文明背道而驰的事就是道德
沦陷了。

好景留于众人赏，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保留原汁原味的
古迹留给后来者是对文物的尊
重，也是对其他游客的尊重。旅
游虽属个人行为，景点却是公
共资源，属于公共场所，如果个
人在景点做出不文明行为，那
就不单单是个人行为了。

我想，那些被曝光的不文
明行为的当事者，现在心里肯
定也不是滋味，除了背负舆论
的谴责，亲戚朋友会怎么看，同
事会怎么想，所以一念之差就
会导致终生遗憾。另外，游客不
要抱有侥幸心理，周围可能一
时没有人，但心中要始终坚守
道德底线，否则可能会自己丢
脸，让文明蒙羞。

外出旅游可以放松心情，
绝不可放纵行为，要有所为有
所不为，更不可为所欲为。当一
名有素质的文明游客，才能乘
兴而来，乘兴而归。如若不然，
一旦上了黑名单，再想“洗白”
就绝非易事了。

旅游能放松心情，但不能放纵行为

张建勇

为加强对游客不文明行为
的监管，国家旅游局于今年4月6

日出台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为进一
步跟进约束，将“不参团、自由行
等方式”也纳入游客不文明行为
记录，对提升公民文明出游意
识，具有标志性里程碑作用。

近几年来，旅客不文明游
现象国人责声不断，有的游客
所到之处，掐花折木，留下狼藉
一片；有的不顾游区的法规禁
令，用刀具之类随意乱刻、乱
划，“到此一游”的字样多处可

见，更可恶的还有骑在英雄塑
像脖子上照相、与女英雄塑像
亲吻等。轻佻的动作十分可恶，
不文明的游客，经山，靓丽的山
被污；观景，秀丽的景被践踏，
更有甚者，因个人不文明的举
动 ，出 国 游 而 被 人 驱 赶 回
国……这些游客，失的不仅是
人格，更重要的还有国格。

加大对游客的文明与遵章
守法的要求，一方面要着力提
高游客的文明意识，旅游观光
不仅是你欣赏景区，反过来景
区也欣赏着你，检验着你的文
明与道德的修为。因此，旅游不
能只带贪欲和私心，要带着文

明和爱心，所到之处，要把文明
和爱心留下。另一方面，要提高
游客的遵章守法意识，要把遵
章守法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
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都要做到
一个样，参加团游要讲文明守
规矩，个人游、自助游亦当如
此，对自己的一些不文明行为，
不能存有丝毫的侥幸心理。要
把住文明与道德的底线，不越

“章”与“法”雷池的半步。
因个人的一些不文明之

举，被留存到不文明的记录里，
影响到今后个人出境、银行信
贷等问题，那才是十分的不值
得。

把住文明与道德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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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娴

要想提升一个人的文明素养，
应从点滴抓起，从自身做起，旁观
别人的不文明行为，鞭策自身讲文
明懂礼貌。加强树立以讲文明为
荣，不讲文明为耻，广泛宣传讲文
明的好人好事，让人们有良好的认
知争做文明公民的新风尚。有了文
明的土壤，文明之花就会遍地开
放。

另一方面来说，景区也要加强
管理，在景区内多设置温馨提示或
者警示语，必要时可以安排文明监
督员，对不文明行为及时说服教
育，情节严重课以量责罚款。喜山
乐水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出爱
护山水和维护环境的环保低碳作
为。随手乱扔果皮、包装袋，随地吐
痰、乱涂乱画，破坏花草树木，随手
乱碰景点陈设，喧嚣叫骂等等不雅
观的行为发生在游览名胜古迹时，
该多折损形象也更大煞风景，还给
景区的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如此来说，做个文明的观光
客，甩掉不文明的丑陋恶习，旅游
才算是一件惬意美好的事情。毕竟
景区都是公众场合，讲究社会公德
心，请尽量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
面，尽量将荷包里的钱和身份对
等。记得一句公益广告语：用自己
的文明行为点亮一盏盏明亮的灯，
大家都参与进来，就会照亮一个世
界。如此甚好！

最美的风景是文明

近近期期要要买买房房的的市市民民一一定定不不要要错错过过本本周周六六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将于世茂广场盛大启幕

由齐鲁晚报主办的“2015齐
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将于本
周六（5月16日）上午在世茂广场
正式启幕，经过购房者的推荐，
最受期待的十余家品质楼盘将
来到现场参加活动。当天楼盘项
目将给出平时在售楼处享受不
到的购房节专属优惠政策，同
时，购房者还将享受到1000元到
10000元不等的首付大奖。近期有
购房意向的市民可千万不要错
过。

此次活动共有十余家品质
楼盘参与，所有楼盘都是从购房
者强烈推荐、最受期待的楼盘中
筛选出来的，既有实力雄厚的一
线房企，也有知根知底的本地项
目。产品类型上，既有刚需、改善

类的住宅产品，也有适合投资的
公寓、商铺等产品。

购房节现场，万科御龙山、
中铁逸都、五彩都会、宝龙城市
广场、天马中心广场、中建悦海
和园、容大东海岸、兴盛铭仕城、
海边、融科迩海、官庄豪庭等楼
盘将携钜惠而来。各个项目都为
购房节活动制定了专属的优惠
政策，不仅有各种特价房源，更
有总房价直降的钜惠政策。

在活动现场，不光可以享受
到各个项目带来的购房节专属
优惠政策，幸运购房者还将获得
由齐鲁晚报提供的 1 0 0 0元到
10000元不等的首付资助金奖券。

本次活动齐鲁晚报将拿出5

万元首付资助金回馈读者，5位

获奖者将每人获得1万元购房首
付资助金奖券。同时所有参与活
动却未中奖者，也将获得1000元
首付资助金奖券。在奖项领取方
面，所有获奖者需在5月16日至6

月17日之间持与活动参与楼盘
的购房合同以及首付资助金奖
券到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处领
取。本奖券只限于在活动参与楼
盘中使用，且专款专用，逾期作
废，具体领取规则请咨询购房节
现场工作人员。

本次购房节分三季举行，5

月16日的活动为第一季，三季结
束后所有购房成交者可共同参
与抽取汽车大奖。

为了丰富购房节活动的内
容，现场还将进行以“我心目中

的爱家”为主题的绘画大赛活
动，来自齐鲁晚报小记者队伍的
50组孩子们将在画布上共同描
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家。现场评选
出的获奖者将获得奖品及证书。
如果能幸运获得首付大奖，对于
一个刚需购房者而言，意味着可
以相对轻松购房，压力减小不
少，当然也可以把中奖的钱用来
新房装修。只要你有购房的计
划，都可以到现场参加活动，说
不定那个获得首付大奖的幸运
儿就是你！

想买房一定不要错过本周
六，品质楼盘携钜惠来袭，更有
首付大奖等你来拿！周六上午9

点，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在
世茂广场与您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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