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的
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有三
种 ：注 册 微 博 齐 鲁 ( h t t p ：/ /
tr.qlwb.com.cn)“杠子头”织围脖；
话题投稿：q 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甘泉】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
甘泉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

获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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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任何林荫道

都适合留落叶

@邱家晗：在公园、单位、院
校等较为封闭、人员较为集中的
地方，落叶还是多保留一段时
间，打造落叶景观，而不要急于
打扫、收集为好，以供人们尽情
观赏、体验、享受；而在道路、广
场等开放场所，为了保持卫生，
方便交通，保证安全，还是及时
清理为好。

@张春丽：要留住深秋落叶
除了看地，还得看天。看天指在
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道路或景区
多保留一些落叶供市民观赏不
失为另一道风景；若多风多雨时
节则没必要，大风刮起落叶容易
造成视觉障碍，一些污染物也会
依附这个载体四处飘散。雨后的
落叶会更加湿滑，不利于行驶安
全。

@田华：诚然，铺满金黄色
树叶的深秋道路确实很美，但和
人们的生命安全相比较，孰轻孰
重，无需细言。在景区内打造落
叶美景，既满足了人们追求浪漫
的情怀，同时还会为景区带来一
定的经济效益。人们漫步在景区
落叶中，可以尽情舒展想象的翅
膀，无论飞得多高多远，也不会
危害到自身的安全；而在交通道
路上就行不通了，任何一条道路
都是用来供车辆及行人通行的，
哪怕是条偏僻的小路，也不能作
为赏景之地，反之不但是拿自己
的生命当儿戏，还会带来不必要
的交通隐患。

即便专设落叶道

也要“随机应变”

@刘建国：俄罗斯的夏宫花
园，加拿大的枫叶大道，法国巴
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等，都属于游
人眼中美“醉”了的落叶大道。而
在国内，上海、成都、青岛等地，
也专门打造出了“落叶景观道”，
并产生了不错的效果。因此，对
于泉城而言，不妨借鉴其他地方
的做法，让市民在特殊路段、景
点专门欣赏落叶景观。

@鲁嵛：留住落叶逐渐成为
国内外不少地方的共识。莫斯科
市政府2002年出台的城市绿化
种植与保护法对可清理落叶的
区域进行了严格规定，只有城市
主干道两侧25米以内、普通街道
两侧10米以内及公园道路两侧5

米以内区域的落叶可以清理，而
森林公园、街心花园和林荫道上
的落叶则不得清理，违规者将被
处以不低于3 . 5万卢布(约合6677

元人民币)的罚款。为监督落叶
清理工作，莫斯科市政府专门开
设了投诉热线。在市民的监督
下，莫斯科各区已陆续将清理的
落叶送回原处。对于清理出来的
落叶，莫斯科市政府更打算“变
废为宝”：将落叶经过高温堆肥
转化为一种极易吸收的有机肥
料。

在上海，让落叶多留一会儿
的公园越来越多。沪西在武康
路、余庆路首推落叶景观道保洁
试点，沪南也将莘凌路、富都路
试点打造成落叶大道。徐汇区推
行湖南路、复兴西路为景观道试
点，并将落叶景观道增至4条马
路。但是，大树落叶被保留是有
条件执行的，当遇到风雨或雾霾
天，将暂停景观道试点，道路落
叶将被全面清扫。

深秋时节，泉城落叶缤纷，为了让济南市民和游客尽享落叶飘零之美，11
月6日济南12个公园景区举办“留住醉美落叶，让我多看你一天”活动。落叶美
景持续一天，不少市民觉得不够，希望落叶多留几天。留住深秋、初冬落叶，供
市民观景，您怎么看？

开杠

让让落落叶叶留留得得漂漂亮亮
这这事事儿儿没没那那么么简简单单

精论

打油诗

@黄伟民

缤纷落叶似飞花，
自然天成景色佳。
四季美景天造化，
无论秋冬与春夏。
一年一度秋风劲，
处处洒满黄金甲。
独日秋色难醉美，
殆尽落叶恋物华。
留她几日有何妨？
胜似春光美如画。

@马洪利
叶落归根是规律，
留住落叶又何必，
叶落纷纷让人忧，
遍地落叶待收拾。
落叶景观虽美丽，
毕竟叶多成垃圾，
落叶滞留埋隐患，
环卫工人更费力。

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园内，片片黄叶落在地上，如同金黄色的地毯，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资料片)

@陶玉山：公园景区的
落叶是一种壮丽的景色，不
仅衬托着环境幽静幽美，还
给人一种纯净怡心的感受。
落叶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独
有的美景。它带给我们的这
些感受不是那些人造景观所
能带来的。

@冯政琪：除了留住落
叶，也留住人们的自然情怀。
现在都市人群工作压力增
大，生活节奏加快，白天在写

字楼工作，晚上回到钢筋水
泥筑造的小区里休息，让人
更加珍惜和留恋身边的大小
景区。秋无涯，叶缤纷。一年
中最美的时节，莫过于落叶
的飘零之美，在都市的景区
里多留住几天，那该是多美
啊。

@孙金英：在传统观念
里，干净整洁的街道，一尘不
染的环境是卫生城市的标
准，也是城市管理追求的目

标。而从单纯的垃圾到唯美
的风景，落叶这种巨大的角
色转变，折射出城市管理者
理念的转变，也是人文关怀
的一种体现。

@范宁：虽然落叶终究要
被清扫，但是多一天的留念就
会让心灵加倍感受到人与自
然的亲近、和谐。做实事、想在
前，从游人的角度着想，才能
把细节做到位，充分展现泉城
济南的人文关怀和特色风采。

落叶美景，该多留几日

落叶多了，隐患不少

@巩姗：落叶之美，美在
飘零落地的一瞬。市民观景
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倘若为
了留住深秋落叶加入人为的
元素，刻意打造落叶景观，便
不再是自然之美。倒不如落
叶在时，尽情享受，并适时清
扫落叶，整洁的路面何尝不
是另一种风景。

@刘博皓：落叶不宜长
期保留。秋天是落叶最多的
季节，清理落叶十分困难，每

天所消耗的时间非常多。假
如保留落叶景观，每几天清
扫一次，必然让环卫工更加
苦不堪言。而且，如果落叶不
能得到及时清理，存在安全
隐患。

@朱传云：落叶美景犹
如“双刃剑”，也具有“丑陋”
的一面，并非只是美景。假
如，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风一
吹再加上大片落叶，打在人
脸上、身上，必然会让人十分

难受。而且，如果再伴有垃圾
随着落叶漫天飞舞，大街小
巷都是落叶垃圾，那城市的
美从何谈起呢？

@钟倩：从当前形势与
现实生活看，留住落叶存在
很多不现实。落叶比较集中
的时间，往往伴随大风降雨，
如果不及时清扫，会存在安
全隐患。即便是公园里的落
叶可以留住，也会增加人工
成本与管理成本。

建议

让落叶留得漂亮

管理制度要细化

@韩桂香：留住落叶，势必会
增加保洁难度与安全隐患，本来
落叶的处置就会给环卫工带去负
担，如何在营造景观与保洁之间
找到平衡点，这是亟须直面的问
题。既要拿出不怕麻烦的精神，也
要拥有以民为本的情怀。相关部
门可发动公务员、机关干部，一起
与环卫工人清理落叶。另一方面，
留住落叶，怎么留、如何选择位
置，如何落实清扫程序，怎样防范
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都需要拥有
完善的管理制度。因地制宜，征求
民意，科学规划，精细运作，这是
大势所趋。

可分区域、分时段、分类型设
置，摒弃“一刀切”的管理思路，有
些地方可打造落叶景观大道，有些
地方可实行“只捡不扫”，还可打造
具有泉水特色或本地特色的落叶
景观，为市民留住体验的空间。

“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留住落叶、打造景观，这
只是一方面，园林部门还应更多
地引导市民发现美、享受美，通过
开展摄影、随手拍、落叶手工艺品
展览等活动，体现落叶价值，提高
市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南山可否多些

落叶景观游

@甘泉：每年冬季，各大旅行
社纷纷推出海南游、国外海岛游、
森林清肺游等项目，引来不少市
民预订。省城南部山区的一些旅
游景点一进入冬季就进入休眠猫
冬状态，在其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为何不考虑一下人们喜欢观赏体
验公园校园落叶的需求，在景区
推出落叶观赏游、落叶踩踏游以
及树叶景色摄影大赛等吸引游
客，使得冬天旅游市场淡季不淡，
尝试打开一个频道又有新节目，
更加丰富市民冬天的休闲生活
呢？

校园落叶

请多留几天

@亓学泉：近日，笔者早晨去
洪楼山大老校锻炼，看到保洁人
员在用清洁车运送清扫的落叶。
笔者在对他们这种辛勤劳动心生
敬佩的同时，也不禁联想到，每年
进入冬季，都成为环卫保洁人员
最忙碌的季节。考虑到交通安全和
其他隐患，城区主干道等重要地段
上的落叶须随时清扫，但景区以及
校园内的落叶，完全可作为供游人
和市民观赏秋色的景致，实施分阶
段或集中清扫。这样，既能起到减
轻环卫保洁人员负担和缓解劳动
强度的效果，还能供大家流连忘
返、“立此存照”拍摄欣赏，一举两
得，何乐而不为呢？

亲历

落叶满地

成了孩子的乐园

@侯家赋：我居住在一所
学校。随着天气的变冷，家属
院道路上落下了好多树叶，好
似给道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
金黄色地毯。窸窸窣窣的落
叶，有的随风摇曳，有的翩翩
起舞，老师和家属们看到满地
的落叶赞不绝口。孩子们在路
上，有的用双脚驱拉着树叶，
有的抱起树叶，相互抛洒，玩
得很开心，尽享大自然带来的
美丽和欢乐。

还记得去年的

“金色地毯”吗

@宋振东：去年11月下旬，济
南英雄山风景区在济南革命烈
士陵园西门进门主道路边的人
行道上，为将黄灿灿的银杏树落
叶“留个景儿”，给市民多些亲近
大自然的机会，尽情感受一下脚
踏落叶的浪漫，决定不扫落叶时
间为一周，让市民和游客好好过
把“黄叶瘾”，欣赏一下济南深秋
最美的瞬间。

厚厚的银杏树落叶，给人
行道铺上了一条“金色地毯”，
在阳光的映射下显得十分美
丽，走在上面柔柔的，煞是舒
服。这条黄叶铺成的景观路，
把初冬的英雄山风景区点缀
得美不胜收，许多市民纷纷拍
照留念。希望济南英雄山风景
区及其他景区，今年也一周

“落叶不扫”，再给市民游客

“留个景儿”。

落叶去与留，

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甘泉：13日淅淅沥沥的
小雨几乎一天没停，中午在家
实在憋得难受，笔者打着雨伞
在山大老校内转了几圈。看到
校园保洁人员冒雨艰难地清
扫道路以及小树林中的落叶。
当询问小树林内的落叶为什
么不能留一留供观赏拍拍照
而也要用耙子搂起来清走时，
保洁人员说这个属于绿化管，
学校支付了物业费就得清除。
听了以上解释，笔者才恍然大
悟，原来留不留住落叶观景，
还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如物业
等发声才能成行。

喜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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