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宗马家沟芹菜开团啦
空心无筋，味道鲜美，一箱10斤45元，快来抢购吧

□见习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马家
沟芹菜丰收了的消息在本报进行
报道之后，有不少市民来电咨询，
在群里讨论好吃的芹菜，现在马
家沟芹菜正式开团啦，欢迎大家
前来踊跃订购。

正宗马家沟芹菜

马家沟芹菜是我省著名特
产，是最早获得国家地理保护标
志的农产品之一，因产自平度市
马家沟村而得名，已有上千年栽
培历史。

由于马家沟特有的土壤、水
质、种子和气候条件，产出的芹菜
以叶绿茎黄、空心无筋、鲜嫩酥
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享誉国
内外市场。在保健中独具功效，有
平肝降压、安神消燥、利尿消肿、
补铁增血、增进食欲、预防痛风等
效果，尤其具有防癌抗癌功效。

富硒芹菜营养丰富

青岛星技农产品生产专业合
作社把现代富硒科技技术与传统
种植技术相结合，生产出了富硒

马家沟芹菜。
马家沟芹菜选用当家品种“大

叶黄”，在原产地马家沟村以西地域
种植。不仅是正宗的马家沟芹菜，在
芹菜生长过程中，运用生物科技技
术，通过叶面喷施硒丰5138，经过芹
菜自身的生命运动，转化为有机蛋
白硒，供人们食用。

芹菜本就是高纤维食物，可
抑制肠内细菌产生的致癌物质，
对人体大有好处。随着芹菜中硒
含量的增加，进一步优化了芹菜
中的微量元素，提升了芹菜的品
质，使其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

保健作用更强。
这种富硒芹菜，经山东省检

测中心和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
连年检测，每公斤芹菜的硒含量
达到80—100微克，是普通芹菜的
几十倍，被山东省微量元素科学
研究会富硒农产品专业委员会确
认为富硒农产品。

芹菜棵大空心无筋

近日，记者来到青岛星技农
产品生产专业合作社，探访了正
宗的马家沟芹菜。来到芹菜地，绿

油油的芹菜迎风招展，迎着阳光，
格外精神。

合作社理事长刘经理自豪地
说，“我们这里的芹菜，主要特点
是棵大、空心、无筋。最重要的是，
还富硒。记者看到，刘经理精心种
植的马家沟芹菜，在用玉米秸秆
围起来的“暖床”上正茁壮成长。

刘经理从地里拔出一棵芹菜，
剥掉外面的一层，露出新鲜诱人的
芹菜心，直接吃起来，“生吃最好”。

马家沟芹菜普遍有半人高。
因为富硒的缘故，芹菜鲜嫩，生吃
味美，凉拌更是美味。

冬季如遇恶劣天气
中小学可自行停课

□记者 高明兴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冬季是各类安全事
故多发的季节，济南市教育局18日下发通知，
如遇恶劣天气，各学校可视本区域天气状况和
路面情况，自行决定停课及上学、放学时间。

通知称，遇有恶劣天气，各中小学要坚持
24小时领导值班制度，应急工作人员全部到
岗到位。通知中明确规定，各学校可视本区域
天气状况和路面情况，自行决定停课及上学、
放学时间，并及时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冬天里，雨雪天气易造成路面结冰湿滑，
校车需要采取必要的防滑措施。学校可根据
本区域降雪状况和路面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停
运。对不符合要求的车辆和相关手续不全的
车辆坚决停运。

提醒家长不要让学生乘用农用拖拉机、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拼装车和报废车。

泉城广场布景
取消仿真花卉

□记者 梁开文
通讯员 贾晓剑

近日，记者从泉城广场管理处了解到，泉
城广场冬季花卉布展工作已经结束，共计栽种
11万余株花卉，迎接四方宾客观赏。

作为省城济南的大客厅，泉城广场的喷泉
和花卉一直深受游客喜欢，据了解，泉城广场每
年会进行四次花卉布景，“冬季、春季各有一次，
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长假期间分别有一次，
这样能保证泉城广场一年四季花红草绿。”

据介绍，今年与往年冬季花卉布展不同之
处在于，取消了往年冬季仿真花卉的布置，节省
了一多半成本，这是泉城广场建成以来，14年间
首次取消仿真花卉布展。

生活团八种名优特产任你选

参与方式 联系电话

热线 85193281、85193458

QQ
生 活 日 报 读 者 俱 乐 部Q Q 群 ( 群 号
229466461)留言订购。

短信平台

发短信到俱乐部短信平台，内容如下：
9871+团购内容到106287878，比如：
9 8 7 1 +我要团购“灵岩黑鸡”等，到
106287878。

配送电话 87965388、87612345

产品质量及配送
服务投诉电话

13964031927

特别提醒：上述方法只需用其中一种就可，管理人员
会在一天之内给你确认，请不要重复下单。

生活日报生活团产品价格表 生活日报生活团团购办法□见习记者 施雪琼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本周，
生活团八种产品继续接受市民订
购，货真价实，送货上门，欢迎垂
询。

本期生活团有八种特色产品，
包括烟台苹果、陈集山药、阿胶、冬
枣、灵岩黑鸡、灵岩黑鸡蛋、潍县萝
卜、马家沟芹菜等。所有团购产品，
全部来自原产地，通过物流直达济
南。比方，沾化冬枣就是先由齐鲁晚
报和生活日报的记者在沾化县下洼
镇冬枣示范园考察之后，再向市民
推荐的。

产品名称 规格 价格 备注

烟台苹果 1件20斤 100元/件 一件起送

烟台苹果 1件10斤 80元/件 二件起送

陈集山药 1件9斤 128元/件 一件起送

陈集山药 1件6斤 85元/件 一件起送

订报送阿胶 1袋1斤 150元/件 一份起送

冬枣 5斤1件 78元/件 二件起送

灵岩黑鸡 白条2.4斤以上 88元一只 一只起送

灵岩黑鸡蛋（山鸡蛋） 60个 88元一箱 一箱起送

潍县萝卜 一件10斤 35元一箱 两箱起送

马家沟芹菜 一箱净重10斤 45元一箱

团购陈集山药 做山药寿司卷
□见习记者 施雪琼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冬季
进补，来春打虎”，你不妨从生活团
产品里挑选几样可口的吧。“富硒
康”陈集山药本周继续开团，一大
一小两种包装任你选择。

众所周知，山药是蔬菜中的
贵族，堪称药食同源的好样本。
陈集山药口感柔、香、绵、甜、面、
爽，黏液少而稠黏，手捏不烂，久

煮不散。
团购山药有两种包装：每箱净

重9斤的山药“大家庭装”，团购价
为128元；每箱净重6斤的山药“小
户型装”，团购价为85元。

加入团购的读者，都可享受免
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付款，当场
验货收货，不满意当面退换。

因山药属于易食、易损货品，
请务必钱货当面付清。一旦交易形
成，恕不退换。

每日菜谱

山药寿司卷
1、山药洗净后去皮，放入保鲜

袋，进微波炉高火加热10分钟。
2、鲜香菇和春笋切丁，焯水。

火腿切丁。
3、锅加热，锅里放少许油，油

温后倒入香菇、春笋和西式火腿碎
翻炒，倒少许盐调味，加入一点点

糖提鲜。出锅前撒少许白胡椒粉。
盛盘备用。

4、山药熟后装保鲜袋里，碾成
泥。将炒好的馅料拌入山药泥中，
并根据口味酌情加入盐。

5、取一张烤海苔，平铺在寿
司竹帘上，将拌好的山药泥均匀
涂在紫菜上，不要太厚，上下边
缘留出部分空间。卷起山药卷
(可以用寿司帘帮助紧实)，切开
即可。

棵大、空心的马家沟芹菜美味可口。 见习记者 董广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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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内将取缔
不合格小卖部

□记者 高明兴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18日，济南市教
育局下发通知，对冬季校园安全提出要求，其
中“不允许携带其他任何刀具进入校园”这一
条将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及其家长。

济南市教育局要求各中小学，坚决取缔
校内不合格小卖部，严防食品卫生事件发生。
各级各类学校食堂严禁违规使用食品添加
剂，坚决杜绝“地沟油”流入学校。

严禁学生在宿舍私拉线路烧水，严禁使
用电热毯、电暖器等违章电器，严禁使用蜡烛
等明火。冬季学生穿衣较厚，易夹带各类危险
品，学校只允许学生使用转笔刀和削皮器，不
允许携带其他任何刀具进入校园。

济南查处12家非法医疗机构
一名多次非法行医、无证诊所开办者将被追究刑责

□记者 薛良诚
通讯员 于永齐 蒋涛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为进
一步加大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力
度，保障就医群众健康安全，11月
18日，济南市卫生局与济南市公
安局联合开展卫生系统整顿医疗

秩序、打击非法行医集中执法行
动。

本次打击非法行医集中联合
执法行动检查的重点区域为“城
中村”、开发区以及城乡接合部、
农贸市场、集市、大型建筑工地等
人员密集场所。

打击的重点内容有五项：一

是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黑诊所”；
二是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范围执业的民营医疗机构；三是
未取得卫生专业技术执业资格而
从事医疗服务的“假医”、“游医”；
四是欺骗患者的“医托”；五是群
众实名举报投诉属实的案件。

据介绍，为配合这次联合执
法行动，济南市卫生局、济南市公
安局选派30余人，对市中区、槐荫
区、历城区、高新区等进行了监督
检查，共查处非法医疗机构12家，
并将其中一名因多次非法行医被
行政处罚的无证诊所开办者，移
交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雾霾天气
环卫增加洒水降尘

□记者 鲁强

生活日报11月18日讯 近日，为防止道
路扬尘污染，济南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严禁环卫工扬扫和扫路车干扫扬尘等违规作
业现象。

18日凌晨6点，天刚蒙蒙亮，解放路与历
山路路口，几辆机扫车已经上路工作了。现场
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防止道路保洁造成污
染，机扫车在扫路之前必须先由洒水车冲刷
路面。

工作人员透露，城管部门试点了道路抑
尘剂降尘方式。所有主次道路都会在11：00-
14：00进行洒水降尘降温作业，冬季利用气
温在2℃以上时冲刷作业，雾霾天气应根据
天气污染情况，增加1至2次洒水降尘作业。

此外，今后道路保洁将用6招防止扬尘
污染：坚决杜绝焚烧树叶，坚决杜绝机扫车干
扫扬尘，坚决杜绝二次扬尘，坚决杜绝保洁员
扬扫，坚决杜绝保洁员清理小广告干式清除，
坚决杜绝保洁车辆带泥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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