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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邀门卫保洁拍合影
济南舜耕中学门卫、清洁老师爱岗敬业，深受师生尊敬

“陆爷爷”在济南舜耕中学负责环境保洁已有10多年时间。 记者 高明兴 摄

“六一”带宝宝来“抓周”吧
活动在趵突泉举行，即日起开始报名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六一”儿
童节将至，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难忘
的节日，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趵突泉
景区将举办儿童“抓周乐”活动。活动
从即日起开始报名，限额40人，按报
名先后顺序额满为止。

“抓周”是传统的诞生礼仪之一，
是长辈们在宝宝一周岁之际，对孩子
前途寄予的厚望和祝愿。活动将分别
于6月1日上午9:00-11:30和下午2:30
-5:30在趵突泉景区的泺苑民俗文化

街五号院舞台举行。届时，工作人员
将准备十二种古代抓周的物品，幼儿
坐在舞台的一端，自行爬过去抓取，
任其挑选。每名儿童抓周结束后，赠
送趵突泉精美礼品一份。

参加抓周的儿童需在一周岁以
内，有意者可从即日起致电天下第一
泉 风 景 区 趵 突 泉 景 区 文 化 办
(61360015)进行报名，特别强调的是6
月1日出生的宝宝可凭出生证明优先
安排。(记者 王蕾 通讯员 陈晓霞)

上周猪肉鸡肉价格均上涨

筑牢电网防汛“大堤”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夏季汛期临

近，国网曲阜市供电公司近日联合尼
山水管局对尼山水库配电室、发电机
房、泄洪大坝电力设施开展隐患排查，
发放便民服务卡，建立沟通联系机制，
巡视并消除水库供电专线10千伏水库
线鸟窝隐患，保障水库汛期供电安全
可靠。

据悉，随着夏季汛期的临近，国网
曲阜市供电公司制定并完善防汛应急
预案，成立13支迎峰度夏应急抢修队，
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和防汛抢险队伍演
练，确保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曲阜供电提前组织人员深
入开展对尼山水库、京沪高铁、电气化
铁路交叉跨越、煤矿、医院等高危及重
要客户电力设施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排
查安全隐患和设备缺陷，并对排查出的
各项重点问题建立档案并包保落实。

为满足客户正常用电需求，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在设备检修消缺工作
中，尽量做到不停电、少停电，充分利
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等方式，避
免因停电对客户造成的不利影响，
真正做到检修设备客户无忧。
(记者 万兵兵 通讯员 马小强)

生态游周六去沂源 可预约报名了
错过品尝灵岩黑鸡蛋的读者，这次一定要跟上

□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26日一
早，“生活团”就接到了市民董女士
打来的电话，她笑着说，早餐时，煮
了新鲜的灵岩黑鸡蛋，家人品尝后
都赞不绝口。为满足本报读者“吃得
放心，食用安全健康”的愿望，本周
六，生活团生态体验游第三站将向
沂源进发，即日起，读者可以预约报
名了。

原来，董女士的一位好友参加
了上周六“生活团”组织的灵岩生态
游，在灵岩黑鸡养殖基地买回两箱
黑鸡蛋，特意送给了她一箱。品尝了
煮熟的鲜鸡蛋，她觉得很香，赶紧致

电“生活团”，询问如何才能购买到。
24日的灵岩生态游，午餐第一

道“菜”就是水煮鸡蛋，剥开蛋壳，蛋
白光滑软糯，弹性十足，咬下去，很
有韧劲，却丝毫不粘牙。

新鲜的鸡蛋怎样做才最好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
红称，根据各种研究与实验数据，水
煮鸡蛋最好，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
营养，而不会产生破坏，且易于人体
的吸收。

“生活团”的灵岩黑鸡蛋都是当
日产的，以最快的时间从长清灵岩
运送到市区，保证新鲜，说不定您收
到的鸡蛋还是热乎的呢。错过灵岩
生态游的读者，可千万别再错过新
鲜的柴鸡蛋了。赶快行动起来，把

“最营养的早餐”带给家人吧！
另外，为满足本报读者“吃得放

心，食用安全健康”的愿望，本周六
生活团生态体验游第三站向全山东
省海拔最高的县——— 沂源进发。名
额有限，想报名的读者可以预约报

名了。
详 情 请 咨 询 8 5 1 9 3 4 5 8 、

8 5 1 9 3 2 8 1 , 或 加 入 生 活 团 微 信
tallgirl9。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根据济南市
商务局对5月19日-5月25日肉类市场监
控，上周猪肉价格小幅回暖、牛肉、羊肉
价格环比持平，白条鸡价格小幅上涨。

猪、牛、羊肉价格涨跌互现。猪肉精
瘦肉平均零售价为30.15元/公斤，环比
上涨了2 .2%，五花肉零售价格为28 .61
元/公斤，环比上涨4 .11%。羊肉平均零
售价为60元/公斤，环比持平；牛肉平均

零售价为49元/公斤，环比持平。
同时，白条鸡价格小幅上涨。上

周，白条鸡平均零售价为18 . 14元/公
斤，与上周的17 .97元/公斤相比，环比
上涨0.95%。

据了解，由于后期天气炎热，人们
对肉类的需求会有所下降，济南市场
牛、羊肉、鸡肉价格也会造成影响，将
呈现震荡下降趋势。(记者 段婷婷)

编号“0520”张卉荣膺“本周最佳上镜女郎”
□记者 薛良诚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26日，
2014“生活女郎”暨济美形象大使选
拔大赛再度诞生一位周冠军，编号

“0520”的张卉女士从本周出镜的众
位佳丽中脱颖而出，荣膺“本周最佳
上镜女郎”称号，并同时获得由济南
美容整形医院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
消费券一张。

2014年，为进一步打造、优化
“生活女郎”这一品牌栏目，本报联
合国内著名美容整形医院之一、中

国医美领先品牌——— 济南美容整形
医院，共同举办2014“生活女郎”暨
济美形象大使选拔大赛。大赛采取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的报名形式，不设报
名门槛，只要你热爱生活，想展示自
己，就可以报名。报名时须将姓名、年
龄、职业、身高、星座、联系方式以及个
人靓照(注：3-5张近期全身正面照，分
辨率高，图片不小于1M)发至公共邮
箱：shenghuonvlang@sina.com。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
用。

根据活动安排，主办方将综合电

话和网络票选结果，从所有刊登的
“生活女郎”中，分别评选出“本周最佳
上镜女郎”、“月度最佳上镜女郎”和

“年度最佳上镜女郎”。最终，年度前三
名还将授予“济美形象大使”等称号，
冠军将获得10000元现金大奖以及证
书、聘书，亚军、季军也分别获得5000
元、2000元现金奖励。

目前，5月份月冠军正在紧张票
选中，谁将成为下一个幸运儿？谜底
即将揭晓。您也不妨登录活动票选
网站：www.jnjmzx.com，投上您神圣
的一票。

1 .热线电话：85193458、
85193281。

2 .加入生活团群：群号
229466461。

3 .关注活团官方微信。
微信号为：tallgirl9。

生态游报名方式

扫二维码 入生活团

□记者 高明兴

再过半个月，济南舜耕中学2011级
的学生就要毕业了。他们已经提前约定
好，在拍离校合影时，把学校的门卫、清
洁工一起喊上，和他们一起扔毕业证，
一起喊“茄子”。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
保护着孩子们的安全，美化着校园，从
来不言劳苦。

对于这些，孩子们都在心里默默记
着——— 总有那么一类人，在不为人关注
的角落里默默奉献着，当我们即将离开
这里时，请让我们一起对他们说声谢
谢——— 一位毕业生在宣传栏上写道。

清洁工被尊称“陆爷爷”

每天早上，当舜耕中学的孩子们推
着自行车来到校园时，总会看到一位年
过六旬的老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朝孩子
们微笑。他手握一把扫帚，头发已经花
白，但双眼却炯炯有神。老人喜欢站在
这里看孩子们，一年四季无论寒暑。

“陆爷爷好！”孩子们争相向老人打
着招呼。老人听到孩子们喊自己，就上
前问一句：“早饭吃了吗？记住不吃可不
行。”说这话时，老人脸上满是慈祥，笑
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老人叫陆传明，今年63岁，来自济
宁汶上，在济南舜耕中学负责清洁已有
10多年。由于和蔼可亲心疼孩子，他被
舜耕中学的学生亲切地称为“陆爷爷”。

“他用双手美化了校园，使我们生
态学校的荣誉不是徒有虚名。”刘晓璐
老师说，无论是料峭春寒，还是炎热盛
夏，每天最早出现在校园里的肯定是

“陆爷爷”。
“陆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看不得

学校里有一丝脏乱，开水房里的包装袋
总是会静静地消失无踪，这都是“陆爷
爷”的功劳。

“陆爷爷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美化着
我们的校园，他是学校里最劳累的人。”
刘晓璐说，有时会碰到“陆爷爷”不倦地
拖着地，学生们会发自内心地喊一声

“爷爷好！”他大都会回一个和蔼的笑
容，有时还会寒暄几句。

年过半百门卫保平安

在济南舜耕中学，门卫老师很受
师生们的尊敬。虽然大都已经年过半
百，但工作起来一点都不含糊。每当
学生们走进校园的时候，总会有几个
身影站在校门口保护大家的安全；当
夜幕降临一切都归于平静，他们又在
巡视着每一间教室。

一个看似清闲的工作，却被门卫老
师演绎得认真可敬。秋天落叶满地，他
们第一时间清理校门口的落叶；冬天大
雪封路，他们第一时间为学生们清出一
条通道。无论严寒酷暑，总能看到穿着
制服的他们站在校门口疏通交通，保护
学生们安心放学。

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此。每天早上
和下午孩子们上学时，黑压压的学生一
齐朝学校大门涌来，有的学生因为赶时
间，将自行车往校门口随便一停，抓起
书包就冲进了教室。当上课铃声响起，
校门口的学生们渐渐少去，门卫老师就
走向自行车停车区，一辆一辆地帮孩子
们将自行车摆放整齐。

有了他们，学生们丢在校门口的书
本总能被及时归还。每当有家长来访，
他们总是尽职尽责地询问情况并与班
主任联系；每当有学生要离开学校，他
们总会耐心帮助学生与家长联系。

“都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
但我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他们，学校
秩序会乱成什么样子，会给学生造成多
大的困扰。”济南舜耕中学办公室主任
赵小亮说，正是因为这些保安老师，孩
子们的安全才有了保障。

他们发自内心爱孩子

要说“陆爷爷”和门卫老师有哪些
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发自内心地爱着舜
耕中学的孩子们。

“陆爷爷”膝下无子女，一直将学生
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他爱跟孩子们打
招呼，早上遇见上学的孩子，就上前问
一句：“早饭吃了吗？”遇到变天，他会嘱
咐孩子及时增添衣服。

“陆爷爷”爱笑，他的笑容让孩子们

很温暖。有一次他们把“陆爷爷”干活的
照片发到网上去，“陆爷爷”知道后眼睛
又眯成了一条缝：“这些孩子真调皮。”

门卫老师也很爱孩子，每天放学时
的“路上慢点骑车”成了他们叮嘱孩子
们的口头禅。而遇上雨天，有些学生忘
记了带雨伞，门卫老师也会把自己的雨
伞拿出来，让孩子们拿着先回家。

再过半个月，济南舜耕中学2011级

学生就要毕业了。他们已经提前约定
好，在拍摄离校合影时，把学校的门卫、
清洁老师一起喊上，以合影的形式感谢
他们的付出与奉献。这样的毕业照，“陆
爷爷”已经拍了10年。

“原是寻常最动人。他们用双手保
护了学生的安全，美化了校园，爱岗敬
业，任劳任怨，就像灵魂舞者，平凡却不
失风范。”刘晓璐说。

济南舜耕中学门卫老师在排齐自行车。 记者 高明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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