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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历史人文积淀成旅游资源
近来读报，在《石狮日报》上看到
两篇文字，一篇是蚶江镇石渔村党支
部书记郭志猛写的《留住历史根脉
助推旅游发展》；另一篇是记者采写
的永宁镇政府将向社会征集一批古
卫城讲解员，经过面试符合条件的人
员接受讲解员培训后，成为“滴滴游
永宁”旅游服务的古卫城讲解员。
郭志猛写他熟悉的林銮渡和六
胜塔，这是一位当地人写古泉州（刺
桐）史迹申遗景点，回忆出海时父亲
用水桶把生活用品一担一担地从林

銮渡口挑上船，大队几十条渔船一起
从林銮渡出海的壮观场面，读来让人
倍感亲切。休渔时节，当地人在六胜
塔下纳凉、扫塔，自发清理林銮渡口
的海漂垃圾、碎石瓦砾，清除那些缠
绕的渔网、缆绳，小心翼翼地呵护这
一片港湾，而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
今，对文物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地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当地人的根脉意识，他们想
在留住历史根脉的同时也助推旅游
经济的发展。永宁镇近年来全力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通过城隍文化节、
永宁元宵庙会等活动，不断提升永宁
古卫城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其实也一
样是想在留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助推
旅游经济的发展。
永宁卫同样是滨海风光与历史
遗迹交相辉映，同样有着丰厚的历史
人文底蕴。没有一名熟悉古城的导
游是一种缺憾，但更不容易的是充分
挖掘历史古迹的人文内涵，让更多历
史人文积淀成旅游资源。
古迹就在那，不曾离开也不会离

开，游人怎么看怎么读怎么想，与古迹
的历史是否被完全翻开紧密相关。我
们去外地旅游时，总会事先对这个地方
先进行一些粗略的了解，然后到了实地
旅游的时候，再去一一印证。这时候
印证的，大多是人文。在这里，如果古
迹可以简单一点称为历史，那么人们
在这些历史古迹上所承载的思想，就
是人文。为什么不同的人游同样的景
点会有不同的感受，差异就在于有的
人只看历史。比如，那些百度上能够
搜索到的东西。而有的人除了解这个

地方的历史之外，还探寻更多的记载
着人文传承的历史，所以他的感受就
会比一般的游客更加独特。
一个地方人文传承或者说人文
内涵的挖掘和积淀，是一个系统的工
程，不是简单复述历史。如果要让更
多历史人文积淀成旅游资源，相关部
门和单位应该收集整理与历史古迹
相关联的文字、图片，再通过各种不
同的传播渠道广为传播，这样才能真
正发挥历史人文的旅游资源作用。
（柳月亭）

方面，硬件以旅游场所的公共设施配
套为主，软件则包括城市的友好度、
热情度和礼仪度等，后者更倾向于游
客的旅游体验。需要说明的是，软硬
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密切
相关，倾斜任何一方都将失衡。
就石狮本土而言，我们并不缺旅
游资源，有山有水，有风景有文化。
可以说，在天赋上我们有一定的优
势。但如何充分挖掘、利用好这些先
天优势资源，做大城市旅游产业，可

不仅需要一腔热情而已。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市不仅有热
情发展旅游，而且务实作为，实施修建
了峡谷旅游路，完善了宝盖山风景区，
整治了红塔湾沙滩，同时创城工作也
不断提升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一定
程度上让城市更加有温度。
如果说满腔情怀为发展旅游提
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那么，务实作
为则为城市旅游的点滴进步提供了
可靠支撑。
（杨德华）

发展旅游 需要热情更需务实作为
不久后，大家到宝盖山上休闲散
步，手机可以连接上WiFi了！不仅如
此，在主干道沿途两侧一些节点，还
将添置播放设备，在你休闲的时候来
首轻音乐。总体来说，宝盖山景区配
套将更加完善，服务更加到位。（详见
8月10日《石狮日报》二版）
除了宝盖山景区配套将继续完
善，在此之前，峡谷旅游路刚登上报
纸，其主路面雏形已现。预计年底，
市民就可以沿着这条观光旅游路，欣

社会 评说
壮大
“老字号”
需念好
“创新经”
石狮有不少商业老字号，每一
家都堪称是城市泛黄的名片，充满
了老一辈人的回忆，不仅复古，更
有年代感、满是人情味。但近年
来，石狮老字号的发展面临着不少
困难，有的“老字号”已搬离石狮，
有的甚至不复存在，这不免让人在
唏嘘的同时，也平添一分担忧。
虽有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
深。但这句话放到当今社会上，未
必那么好用了。时代在变革，老字
号若是依旧偏安一隅、不思进取，
很多时候等同于“慢死亡”。如今
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老字
号固然有着积累已久的消费群体
和良好口碑，仍保有强大的竞争力
与优势。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消费观念的迭代，以及外来商
业品牌的不断入局，“地头蛇”未必
是“过江龙”的对手。笔者认为，这
也是导致石狮不少“老字号”停滞
不前，甚至经营出现颓势的根本原
因。那么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
念好“创新经”是关键。
事实上，每一家经受住时间考
验的老字号，其口碑与品质早已不
成问题，关键是如何应对市场的新
形势主动作为。虽然，近年来社会
各界不少人士呼吁关注与保护老字
号，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希望更多
老字号能“历久弥新”，摒弃旧的不
适应时代发展的理念和文化，打造
新的发展优势，甚至能进一步扩大
格局，从石狮的“老字号”变成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老字号”。 （小明）
推进移风易俗
党员干部就该表率
8月10日，《石狮日报》镇村新
闻版报道了蚶江镇青莲村党支部
书记谢建财先后简办双亲丧事，并
捐资公益的善举。
笔者为这位村支书的举动点
赞，同时也想说，带头践行文明倡
导，推进移风易俗新风落地，不只是
村支书的事、不只是支部班子成员
的事、不只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事，而
应该是各级、各条战线广大党员干
部的事。移风易俗，党员干部就该
像这位村支书一样做好表率。
近年来，石狮的移风易俗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与各级各
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与基
层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这其中，
一大批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起到
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党员干部是标杆，是广大群众
参照的对象、学习的榜样，本身就
应该具备先进性、主动性。移风易
俗工作，党员干部是倡导者、推动
者，更应该是倡导的主动执行者。
也只有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自觉履
行村规民约、自觉落实文明倡导，
才是对群众的最好说服，进而推动
村规民约以及其他文明倡导的落
地执行。
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
表率，移风易俗工作的成效才能更
巩固，文明新风也才能深入人心。
（林智杰）

赏两侧山清水秀、峡谷嶙峋的美景。
一周之内，石狮在完善配套、发
展旅游方面连续有看得到进展的动
作，且有节有点，让人颇为期待！
发展旅游，已成为很多城市规划
中的高频“词汇”。在强调经济转型
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旅游的市场体
量和消费前景被广泛看好。不仅如
此，其作为优势第三产业，对于城市
整体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然而这并不是重点。某种程度

上，发展旅游被看作是较容易的事，
因为纵观旅游火爆的城市和场所，大
抵都是依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
环境，或者说借助于历史发展沉淀下
来的可贵人文资源，以上两项想通过
短暂时间的复制绝非易事。换句话
说，城市发展旅游，“天赋”很重要，这
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但这还不是全部。城市的旅游
配套，近年来被广泛提及。广义上来
说，城市旅游配套包括硬件和软件两

灾难面前 真相需要跑赢谣言
“88”九寨沟7.0级地
震发生当晚，不少人微信中出
现了一条以“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
名义发布的信息，称“可能在8月9日3
时左右再次发生余震，届时陕西西安、汉
中、安康，甘肃兰州、张掖，青海西宁等地
将会有所波及”。经西安警方全力侦
查，编造散布谣言的违法嫌疑人陈某
某9日11时被抓获。（详见8月11
日《石狮日报》七版）
每次出现重大天灾人祸，谣言
输出就特别猖獗。尽管有些造谣
还打着所谓善意提醒的幌子，仍不
改其无故添乱、增加恐慌的本质。
这次四川九寨沟地震，也依然冒出
了一些谣言。除了上面这个冒用
“四川省地震分局”进行所谓预报
的，还有一些人在网络上看到了所
谓“地震云”的，还有把台湾高雄地
震中的高楼倾斜照移花接木到这
次地震中的。
但纵观此次震后的舆论环境，
虽然也有流言谣言，但总体并没有
得到强势传播，霍乱人心。可以
说，经过此前多次灾难期舆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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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礼”，这回官方权威声音终于
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真相也跑
赢了谣言。
这是危机公关应对的成熟！
灾难期最忌信息传播不畅、权威声
音失声，由此造成的短期信息真
空，也是谣言得以四起，并把舆情
带偏的根由。
此前对于危机的舆情把控，
大致走过了藏着掖着、支支吾吾，
到渐趋透明、却仍迟滞发声的过
程。在如今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
代，信息制作传播便利迅捷，且人
人都可以是消息生成者和传播
者，要阻止谣言的发酵，只能是及

时主动发声，用事实回应公众的
关切和焦虑，用科学堵住谣言的
无理和荒谬。此次地震发生后，
不仅地方政府及时发布消息并在
官微实时更新、主流媒体对灾区
情况实时播报，地震局台网也迅
速发布专业解释回应，及时辟谣
“预震”等讹传，一手翔实信息的
及时披露，无不有力地挤压了谣
言随意传播的空间。
这也是公众素养和理性的成
熟！经历过多次重大灾难的舆情
危机，大众“不信谣不传谣”的意识
已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对于一些所
谓“善意的提醒”已然不会轻易偏

听偏信，对于小道消息和谣言的鉴
别能力也在提高。加上权威的官
方声音发声快，不信手转发、不做
传谣帮凶正在成为一种自觉。
同时，很多网民本身也成为辟
谣者的重要构成，他们中有的是这
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谣言生成后就
主动用自己的知识予以澄清，并同
官方的主流回应汇集交互，共同阻
击了谣言的扩散。甚至，像上述用
高雄的地震画面移花接木的消息
刚生成不久，就被网民“截杀”了。
真相跑赢谣言，这是一场值得
称道的全民的胜利。
（小康）

从
“捐赠一次性水杯”
谈公益实质
8月8日，本报刊登《“狮城爱心
茶站”征集一次性水杯》一文，呼吁
社会各界向50家“狮城爱心茶站”
捐赠一次性水杯及茶叶。记者从有
关方面获悉，除市总工会将提供两
万个一次性水杯之外，多个商家、机
构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一次性水杯
接近3万个，还有少量现金及茶叶
捐赠给“狮城爱心茶站”。（详见8月
11日《石狮日报》五版）
上周，《石狮日报》刊登了一则
《“狮城爱心茶站”征集一次性水
杯》的爱心新闻，并且作了追踪报
道——三天内各界爱心人士捐了
接近3万个！事情不大，但读来挺
有味道，因为事件本身所蕴含着公
益精神，并反映出公益的实质。
50家“狮城爱心茶站”于去年
设立，冬日传递温暖、夏日传递清

凉，服务室外作业人群，默默奉献
了一年有余。一个一次性水杯多
少钱？真心不贵，淘宝上 45块钱
就可以买1000个。这点“小钱”，每
个爱心茶站的承办商家或机构都
能出得起，问题是长此以往，这笔
“小钱”也会变成“大钱”，即使是
“大钱”，承办商家或机构也做了长
久的打算。但是，大家是否觉得承
办方就理所应当承担起这笔支
出？这算不算是一种“道德绑架”？
“爱心接力，传递清凉！”于是，
报社、工会、公益团队发出了这样
的呼吁。捐赠一次性水杯的既有
机构单位、也有商家企业，还有普
通群众，他们的响应与行动令人暖
心。公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的有意义的事情。
何为“公益”，“公益”为何？这

个名词有太多的解释与论述，不同
的公益组织也有不同的宗旨与遵
循，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在中国古代，公益是倡导“日
行一善”，就是每天做一些我们力
所能及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人，让
社会更加美好和谐。当今社会的
公益通常指的是公益事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所称
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
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
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
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促进
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
和福利事业。那么，公益活动就是
从长远着手，出人、出物或出钱赞
助和支持某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公
共关系实务活动。

节气 天人合一的智慧
尽管当前仍是酷暑天气，但节气
已进入立秋，这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
时候已经过去。使用了千年以上的
二十四节气，在反映季节的变换上依
然准确，它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的生活，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认识这神
奇的二十四节气呢？余世存的《时间
之书》写出了答案。
从立春到大寒，在这本书中，作
者对每一节气进行详细介绍，对二十
四节气中众多的物候以及它们在中
国历史、文化上的意义进行阐述，又
从现代人的视野出发，理性地分析了
时间的功能，证实中国人将律历并称

的意义。天文、地理、农学、生物乃至
诗词等，书中所涉及的知识十分广
泛。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第五大
发明”，而商朝时就定出仲春、仲夏、
仲秋和仲冬四个节气；周朝时，已慢
慢发展为八个节气；秦汉年间，二十
四节气已完全确立，比四大发明产生
的时间还要早。有着数千年历史的
二十四节气，包含了人们对四季变化
转换规律的总结，是祖先留下的宝贵
遗产。2016年，中国“二十四节气”正
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十四节气产生于农业时代，是
生产与自然的统一，体现天人合一的
思想。但当时的社会条件缺乏科学
技术，和现在远远不能相比，先辈经
过数百年不断总结经验，靠最原始的
天象观测，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尽管
现在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温室效应
导致气温上升，但二十四节气仍准
确，说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博大精深。
“立春日吃春盘、春饼、春卷、春
盒”“雨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立
夏的物候是，一候蝼帼鸣，二候蚯蚓
出，三候王瓜生”……养生观念、文化
的礼仪、传统哲学思想等等，细读此

上述引用的公益定义已经很
具体，但似乎又过于公文化、表面
化。其实，笔者更愿意这样去理
解：公益，不是为了募捐多少钱物，
也不是为了拯救多少人。而是把
身边每个人的善唤醒，让他们心里
感受到什么是爱、什么是我们要做
的事情。于是，公益成为了一场修
行、一种智慧。
于“狮城爱心茶站”而言，其本
身就是公益，而通过一家“狮城爱
心茶站”、一个一次性水杯，唤醒了
更多人的爱心，这更是公益。它唤
醒了每个人的善意，它告诉每一个
人，你参与，你充实，它可以改变一
个人。因为一个人的心发生了变
化，世界才会变化。
公益的最终无非是：奉献、友
爱、互助、同行。
（吾提）

读有益书做文明人
书，我们会发现，每个节气都有相应
的岁时习俗，也有先民对自然界观察
总结而出的物候，二十四节气包含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的我们，传承
二十四节气，学习其内涵，激发我们
对大自然的热爱，十分有意义。生活
中，我们可以注意每个时令花草树
木、动物的变化，提高保护生态环境
的意识，爱护大自然。
这本书的作者余世存是当代知
名文化学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阐释，给人启发，借助这本书我们可
以更好地理解二十四节气，学习传统
文化的精髓。
（胡丹扬）

城事
微评
本
期 主持 大

饼

真是祸不单行
8月 7日下午 1时 29分，陈
某正驾驶重型货车、载着橡胶油
准备开上高速公路，突然接到电
话得知其老丈人与丈母娘因发
生交通事故死亡。陈某着急赶
路，不料发生了车祸，油撒了，路
堵了。后方驶来的一辆挂车准
备强行通过，结果轮胎打滑，车
辆滑向护栏，一头撞上去。（详见
8月8日《石狮日报》三版）
岳父岳母出车祸死亡，女婿
着急赶路车辆侧翻，真是祸不单
行。行车途中接到了报丧电话，
这位女婿心神不定出差错，导致
车辆侧翻。“ 福无双至，祸不单
行”，这句俗语从哲学意义上
讲，是在告诫人们，人不会一直
走好运。因此走好运的时候，要
不忘警醒，而走背运的时候，更
是要时刻警惕。当然，这个问题
也涉及到心理学问题，例如我们
觉得运气不佳时，会感觉做啥事
都不顺利。

轮椅咋上了高速公路？
8月10日凌晨4时50分，泉
州沈海高速泉港路段，一名8旬
老人坐着残疾人电动轮椅在高
速公路的车流中行车。原来，老
人凌晨从泉港家里出发，坐上轮
椅想到石狮看脚，却误上了高速
公路。因老人的轮椅太大，无法
放在警车上。民警耐心地徒步
几公里，护送老人从泉港收费站
口离开高速，直到老人安全上了
家里人的接送车才离开。（详见8
月11日《石狮日报》五版）
小黄人上高速、摩托车上高
速、行人上高速，这回连轮椅也
上了高速。这些年，关于“XX
上高速”的奇葩新闻不少，好在
没出什么大事。可是，这样的事
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不禁让人产
生一种疑问——“他（她）怎么上
了高速的？”有的是从高速护栏
窜入的，但有的是从高速入口进
入的，难道工作人员没及时发
现？所以，这个问题要提出来，
万一发生事故，想必高速公路方
面也逃脱不了干系。

三棵大榕树的保全
近日，有市民致电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反映：宝盖山风景区
正在修建的停车场入口处的三
棵几十年大榕树听说要被砍掉，
建议相关部门在保护树木的前
提下对停车场出口进行重新规
划。对此，市交建部门积极采纳
市民建议，调整停车场入口设
计，保全三棵大榕树。（详见8月
11日《石狮日报》五版）
市民积极建言，部门虚心采
纳，这就是政通人和。在城市建
设与社会管理过程中，相关政府
部门的规划设计或管理方案，不
可能完美，总会有缺陷与不足，
市民通过自身感受或学识为城
市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说
明大家深爱这座城市。这种积
极性一定要保护、要鼓励，只要
建议科学合理，就应及时采纳，
若无法采纳也应作出充分解
释。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市民
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才能增
强，获得感才能提升。

从“人让车”到“车让人”
近日，记者跟随石狮交警大
队负责人，就石狮市区斑马线前
车辆是否礼让行人进行了实地
查看。一个上午，分别探访了八
七路、九二路、濠江路等路段的
斑马线。在11个斑马线前，仅发
现一起车辆没有礼让行人的情
况，绝大多数司机都能做到在斑
马线前礼让行人。（详见8月11
日《石狮日报》二版）
斑马线前这一“让”，“让”出
了文明。正如新闻所说，“ 礼让
斑马线”不知不觉开始成为石狮
这座城市的新风尚。这是从文
明角度作出的评价。从过去“人
让车”到现在“车让人”，小编觉
得，这样的转变在初期更依赖于
严格的治理。而今，全市重点抓
拍“不礼让行人”的“电子警察”
已增至十余处。从法治成为全
社会的道德自觉，不可能一蹴而
就，“ 电子警察”眼睛还是要睁
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