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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今日泰山

大学生问卷调查婚育观

男生挺“裸婚”女生直摇头
本报泰安 10 月 16 日讯(记者

邵艺谋) “你愿意裸婚吗？”“无
房无车无钻戒，不办婚礼不蜜月，
你愿意吗？”16 日，一份关于大学
生婚育观的调查问卷摆在了泰城
几所高校大学生面前。据问卷调
查组织者介绍，在已经调查完的
200 多份问卷中，大部分男生愿意
接受“裸婚”，而多数女生表示无
法接受。

16 日，几名山东农业大学大
三的学生到泰山学院，在学生中
发放问卷，开展关于大学生婚育
观的调查。此次调查的参与者、山
东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谷婷
婷介绍，她在网上已经能看到很
多关于大学生结婚生子的报道，
大学生的婚育问题也成为一个社
会热点。“可能很多大学生并没有
非常清晰的婚育观念，所以我们

组织了这次调查。”谷婷婷告诉记
者，她们准备在泰安的六所高校
发放 300 多张调查问卷，目前已经
调查并收回有效问卷有 200 多份。

记者拿了一份调查问卷看
到，上面列着 20 多个问题，涵盖
了大学生的家庭条件、对未来配
偶的要求、恋爱和婚姻的关系以
及孩子对家庭和事业的影响等问
题。在这些问题中，还有一些目前

比较尖锐的问题，比如“爱情与面
包你会怎么选择，你愿意裸婚
吗？”“你是否会选择闪婚？”“你愿
意做未婚妈妈吗？”。据谷婷婷介
绍，根据目前收回的问卷结果分
析，大多数男生愿意“裸婚”，有一
小部分选择“视情况而定”，只有
极少数选择“不愿意”。而极大多
数女生则无法接受裸婚，纷纷选
择“不愿意”。

记者随后又随机采访了十几
名学生，基本上是男生愿意“裸
婚”，女生反对。“如果两个人相爱，
完全可以抛弃物质，两人一起奋斗
建立幸福的家庭是很可贵的。”一
名男生说。而一名女生则表示，婚
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在婚姻
上可以不去追求物质，但是一些生
活必须的东西是不能少的。“我接
受不了。”这位女生摇摇头说。

本报泰安 10 月 16 日讯(记者
刘来) 15 日凌晨，泰城月季花

园小区有十多辆私家车被人扎了
车胎，然而小区却没有监控摄像
头。愤怒的小区业主找到物业公
司，希望尽快完善小区设施，抓住
作案凶手。

“我们小区好多辆车被人恶
意划破了轮胎，物业公司不给说
法，实在是太气人了。”15 日下
午，月季花园一位居民反映。记者

赶到月季花园小区时，不少居民
正围在一起议论纷纷，而议论的
内容，均是凌晨发生的车辆被划
事件。居民黄先生告诉记者，他今
天早上去送孩子上辅导班，准备
开车时发现右侧的两个轮胎都没
有气了，仔细察看了一下，发现两
个轮胎上都有深深的刀子划痕。

“我把这个事告诉了邻居尚女士，
结果她下楼一看，她的车子也有
一个轮胎被划了，她的车换了个

轮胎花了 700 多元。”黄先生说，
后来才知道，小区里一共有十几
辆车被划破了。在一辆被划的汽
车前，记者看到，整个轮胎没一点
气，轮胎上的划痕接近 3 厘米长。
黄先生估计作案人在凌晨 3 点以
后出现在小区里，因为有一位被
划破轮胎的车主凌晨 3 点多才开
车回家。

据统计，小区一共有 14 辆车
的 20 个轮胎受损，都是被类似刀

片的东西给划开，有的一个轮胎上
有三处划痕。有两个车主直到 17
时被堵在大门外进不去时，才发现
自己的车胎也被刀子划过，只是没
有扎透而已。想到自己开着破胎车
跑了一天，他们吓出一身冷汗。

一位私家车主告诉记者，发
现车辆出事后他们就去找物业公
司，但是物业办公室里的几个人
都表示负责人不在，他们不能给
答复。“当时这家物业公司来我们

社区之前，承诺第一件事就是给
小区安装摄像头，但是现在都过
去快 4 个月了，他们还没安装
好。”尚女士说，不少车主认为，物
业部门对此事应该负责任。小区
物业负责人李主任表示，正积极
配合公安机关破案，一定会给业
主一个满意的答复，希望业主能
够理智一点，把小区门口的车开
走，以免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生
活。

本报泰安 10 月 16 日讯(通讯员 牛
健 记者 李兆辉) 你知道怎样种植小
树苗将来才能更茁壮吗？你想过陪孩子
一起送小企鹅回到它南极的家中吗？你
想体验“森林警察”的生活吗？…… 10 月
22 日、23 日，为期两天的“安利环保嘉年
华”将在泰山广场举行，通过环保教育的
方式，为泰城市民送上一次趣味的低碳
环保之行。

10 月 22 日和23 日的活动，将面向泰
城全体市民，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中心，尤
其适合家庭亲子出游。活动穿插 11 款趣
味游戏，在卡通形象“北极熊乐乐”的带
领下，关注冰川消融的“岛屿沉没”、体验
生活垃圾分类的“环保大灌篮”、充当打
击盗猎行为的“森林警察”和抵制环境破
坏行为的“绿色先锋”等。另外，针对泰安
的文化，活动还特别设计了“小鱼游回大
汶河”和“绿荫护泰山”两款游戏。

“今年的‘环保嘉年华’活动在去年
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全球气候变暖
等热点问题，确立其主题为‘碳梦之旅’。
活动将通过多种趣味小游戏，让参与者
能够在玩乐过程中，学习低碳与环保的
有关知识。”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泰安分公司助理经理刘东旭介绍，“安利
环保嘉年华”是全国首创的“环保互动教
育主题乐园”，是融互动性环保体验与知
识型嘉年华为一体的环保教育新形式。
据了解，“安利环保嘉年华”是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和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创环保教育主题乐
园。该活动 2009 年首次在全国 8 个城市
举行，一路引爆欢乐环保热潮，全年共吸
引近6 万个家庭参与，人数超过20 万人。
2010 年的嘉年华活动在全国11 个城市巡
回举办，总计超过35 万人参与，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安利环保嘉年华”的游览券由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和泰
安市环保局共同发出。每张游览券最多
可允许一家三口同时入场。安利环保嘉
年华的游览券获得方式是：参与者捐赠5
元人民币在安利泰安分公司(地点：东岳
大街138 号东升国际商务港一楼，咨询电
话：0538-6999181)获得一张游览券。游览
券所筹款项都将捐赠给山东省环保基金
会，用于环保项目的开展。

“安利环保嘉年华”即将启动
10月 22日、23日，去泰山广场上体验低碳环保

十多辆私家车一夜变“残废”
轮胎都被扎了洞，小区却没摄像头

本报泰安 10 月 16 日
讯(记者 曹剑) 16 日，
济南海右印社泰山创作基
地正式挂牌成立，泰安的
书画、篆刻爱好者们从此
有了专门的交流场所，同
时也可带动泰安当地书
画、篆刻的发展。

16 日上午，在泰安市
三合社区泰安军豪置业会
所里，几名书法爱好者正
在一起交流心得，并有人
拿起笔墨，随意地写起字
来。这座简单的小院，便是
海右印社在泰安的创作基
地。据了解，海右印社泰山
创作基地是其在山东省的
第二处分社。去年 11 月
份，海右印社在长岛举行
了创作基地的挂牌仪式。

“之所以选择在泰安成立
创作基地，主要想给书画、

篆刻大师们提供一个安静
的创作环境，只有在安静
环境之中，他们才能有创
作的灵感。泰山，符合这个
条件，以后参赛参展之前，
书画、篆刻大师们可以在
这里安心创作了。”海右印
社社长贾鹏说。

据贾鹏介绍，在泰安
设立分社的另一个目的是
想加强与泰安书画、篆刻
爱好者们的交流。“海右印
社建社已经快 30 年了，面
对民族文化如何传承的问
题，面对历史与当代的续
接和发展，面对外来思潮
与传统形态的碰撞等，我
们只有不断研究，汲取书
画篆刻的精髓，拓展新的
创作思路，这是建立海右
印社创作基地的初衷。”贾
鹏说。

海右印社创作基地落户泰安

书画篆刻爱好者有了交流中心

10 月 16 日 11
时许，泰山十八盘
朝阳洞附近一名
71 岁的老人突发
心脏病，昏倒在盘
道上。救援官兵迅
速由十八盘步行向
下赶往现场，用担
架将老人抬至中天
门停车场，随后送
上了 120 急救车。
据了解，老人是来
自滨州的游客，在
救援官兵到达现场
前，已经服用速效
救心丸自救。

本报通讯员 摄

争分
夺秒

10 月 15 日，山东省公路摩托车嘉年华泰安站
比赛在花样年华景区开赛。图为来自泰山爱车人摩
托车俱乐部及全省各地的 28 名公路摩托车选手在
场地上竞赛角逐。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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