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云南文山三七专场周六开抢
原产地价格暴涨，备货不多，售完即止，速来传媒大厦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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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傲冉

每天一勺三七粉

拥有健康好身体

“我看今天的报纸登咱要卖三七

的事情，上面写着数量不多，那我周六

早上就去，上次晚去了一会就没货了，

这次可别再卖完了，我就认你们生活

日报内购会的三七，别的都不敢信。”

市民赵阿姨来电咨询记者说，“现在外

面卖的什么价位的都有，就怕买到假

的，本来是为了保护身体，结果喝了更

伤身体，得不偿失，去哪买都不如在你

们生活日报内购会买放心！”

人上了年纪，谁没个病灾的，所以

免不了就要吃各种药品、保健品等。为

了健康，什么都往自个肚子里装。其

实，这样的方式很可能会破坏你的免

疫力、抗病力，形成依赖性，最后元气

伤了，免疫力没了，健康也不在了。”

劣质三七真假难辨

内购会只卖真三七

三七是古籍记载的名贵中药材，

心脑血管病人、糖尿病人，关节炎、痛

风、慢性炎症、胃溃疡，每天吃一勺三

七粉都大有裨益！随着人们对三七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价格也随之攀升，一

些不法商贩为牟取利润，三七药材及

粉末进行造假制劣，甚至用“土三七”

以假乱真，三七市场状况频出。

据专业人士介绍，如果三七的

价格过于便宜，就很有可能掺杂了

其他成分或者有毒的土三七。口服

土三七有引起肝损伤的风险，不仅

可致肝窦阻塞，而且损伤肝细胞，导

致肝大、右上腹痛、腹水和黄疸等症

状，且因土三七导致的肝损害目前

没有特效疗法。市民购买好三七要

学会鉴别的方法，首先看颜色，正常

的三七粉颜色呈白绿色又带一点点

黄色；其次观性状，真三七粉结实，

用同样的半公斤塑封袋子来装，真

三七粉装不满；最后尝味道，真三七

粉的味道在嘴里是苦中回甘，有一

股三七特有的味道。

砍掉中间环节

直接面对消费者

为保证读者内购会三七的稳定

品质，与往年一样，今年内购会早已

派出记者和专业人员到原产地“督

战”三七的加工情况，在产品质量上

依然坚持理化检测和感官审评“双

保险”，消费者可放心选购。

据记者了解，因市面需求量增大，

产量不争的情况下，原产地价格暴涨。

原产地云南文山去年遇到极端天气，

导致三七产量大幅度减少。正宗云南

文山三七不仅价格暴涨，供应量更是

有限，本着为读者提供高品质的原产

地好产品的出发点，此次生活日报内

购会坚持不涨价！本次生活日报内购

会活动售出的文山三七去掉所有中间

环节，为广大读者带来高品质真三七，

价格亲民，质量绝不含糊，确保所有三

七都是来自原产地，物美价更优。限量

供应，先到先得，卖完为止！

免费进行汽车空调检测
山东交运第三届汽车空调文化节22日开幕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第

一次招生测试于4月22日(星期

六)上午9点正式开始，报名时间

即日起截止到4月21日上午12
点，欢迎广大学生家长踊跃报

名。

一、报名方式

请家长通过学校官方网站

的“报考平台”，填写报名信息，

或来校参观后进行现场报名。

学校网站：

www.xiehefz.com
参观咨询电话：81307196、

81307197、81307198
二、面试及测试内容

(一)小学一年级为综合面

试。报名后分批组织学生综合面

试，择优录取。

(二)小学二、三、四年级插

班生为测试和面试。报名后分批

组织学生面试、测试，择优录取。

测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三)初中一年级新生及二

年级插班生为测试和面试。报名

后分批组织学生面试、测试，择

优录取。测试科目为语文、数学、

英语。

三、测试须知

(一)报名面试（测试）时带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交一寸近

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两张。

(二)面试、测试合格者，接

到通知即可办理缴费和注册手

续（节假日正常接待）。

四、测试地点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济

南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港北路

5677号）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

2017年4月11日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周保会

又是一年入学时！济南协和双

语实验学校坐落于济南市高新区，

是山东协和学院举办的12年一贯制

寄宿（走读）学校，设小学部、初中

部、高中部,面向全省招生。学校秉

承“为学生精彩人生奠基，为民族美

好未来立本”的办学宗旨，实施专家

引领、名师执教，打造一流环境、一

流设施、一流师资、一流质量、一流

服务，走高端化办学之路。学校与济

钢高中教育集团合作办学，在教育、

教学、科研三大领域深度合作，实行

教师及管理人员互派，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形成国际化教育、个性化培

养、人性化管理、传统文化浸润的育

人特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优秀人才。

依托大学办学

综合实力雄厚

山东协和学院是国家教育部批准

的普通本科高校，山东财政支持的本

科“特色名校”建设单位，被山东省人

民政府表彰为“全省教育工作先进单

位”。是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院校、全国高校就业50强、全国高校

创新创业50强，被中华职业教育社授

予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被

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大学举办附中、附小具有成功

范例，人大附中、北师大附中等学校

依托母体办学，成为全国知名学校。

协和双语实验学校办学实践证明，

山东协和学院优质资源，为高标准

办学、高水平管理、高质量育人提供

了有力支撑。

实施双语教育教学

体现鲜明育人特色

学校聘请外籍教师任教，实行

小班化教学，广泛开展外语交流活

动。利用山东协和学院与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家高校的合作关系，搭建学生出国

学习交流平台。学生高中毕业后，可

申请赴上述国家大学学习深造，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为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

学校实施个性化教育。小学采取保

姆化育人，初高中采取导师制育人。

学校开设特色校本课程，成立学科

兴趣、探究实验、艺术体育等特长小

组，对有音、体、美等特长的学生由

专业教师辅导，以提升学生的专业

素养。多样化的教育模式成效显著，

得到学生、家长、社会的认可。

高素质管理团队与师资队伍

成就高水平办学质量

学校面向全国聘请优秀教育教

学管理人才，组建了经验丰富、业务

精湛、富有爱心的教学管理团队。管

理团队中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全国优秀校长等知名教育专家，有

省、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管理骨干。

师资队伍以省市级教学能手、学

科带头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为

骨干。专职教师队伍中，特级教师1
人，中高级教师42人，硕士、博士占

60%。12人获市、区优质课一等奖，25
人获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教学能

手、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一流教育教学设施

构建现代化育人平台

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均按国内先

进标准配置，教室配有现代化多媒体

教学设施。拥有物理、化学、生物、地

理、通用技术、机器人、3D打印等实验

室，建有钢琴室、美术室、舞蹈室和体

育活动室，生态标本馆、民俗馆、健

身馆、种养殖基地等一应俱全。

高层次生活保障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建有大型种植养殖实践基

地，为学生提供蔬菜、禽蛋等绿色食

品，还可组织学生开展种植养殖活

动，获取实践技能。营养师根据学生

不同成长阶段科学配餐，保障学生

营养需求。建有青少年体质检测室，

学生可根据不同体质到健身房选择

器材进行锻炼。教学区、生活区设有

直饮机，教学楼设有间餐室，课间为

学生提供点心、水果、牛奶。为适应

低年级学生的天性，童趣园设置蹦

蹦床、滑梯、迷宫等娱乐设施。雨雪

天校园摆渡车接送小学生上下课和

餐饮休息。学校配置120救护车，公

寓设立卫生室、护理室，为学生健康

提供服务。小学部每班配有生活老

师，24小时值班，学生可通过床头呼

叫系统，获得老师适时帮助。学校设

置“家校互动”系统，家长可通过网

络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学校通信、网

络、消防安全设施完善。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是学生

快乐学习的平台、健康成长的家园、

实现梦想的摇篮、驶向未来的港湾。

济钢高中教育集团协和双语实验学校招生啦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测试信息公告

2016年学校开学典礼。 记者 董广远 摄

□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4
月22日上午10:30，山东交运

第三届汽车空调文化节开幕。

届时，车主不但能免费进行

空调系统38项检测，还能获

得车内杀菌除异味体验券一

张。山东交运汽车修理厂负责

人说，车主还有机会获得价

值 1 9 0 0元的保养大奖。4月
22日上午10:30，山东交运第三

届汽车空调文化节开幕，到场

的车主可以免费体验空调系统

38项检测。

据悉，进厂储值500元以

上车主可享受4月23日红叶谷

看郁金香门票2张（价值79元/
人），可自驾；进厂储值1000元以

上可自动成为交运汽修VIP会
员，享受维修工时8折优惠，及

本年度汽车空调深度清洗一

次。现场还有抽奖环节，设一

等奖一名（价值1900元）；二等

奖两名（价值1200元）；三等奖

三名（价值700）。
该负责人说，活动地点在

工业南路69号山东交运汽车

修理厂，市民可以拨打电话

81797320/85956697咨询。

6年三七 原价350元/斤 内购价270元/斤

7年三七 原价520元/斤 内购价310元/斤（限量50斤）

10年三七 原价870元/斤 内购价600元/斤

正宗云南文山三七

活动时间：4月22
日—23日8：30开始

活动地点：历山路

大众传媒大厦东裙楼南

侧露天广场（招商银行南

邻红帐篷处）

乘车路线：乘2、79、
103、K59路在历山路和平

路站下车即到；乘BRT2、
BRT3、K96、102、49路在和

平路历山路口下车，沿历

山路方向南行50米路西。

咨询电话:85196105、
15552579250

水洗三七 水洗无泥、无重金属容易识别

打蜡三七 被整形肉眼看不出其品质

工作人员在进行车辆检测。 资料片

扫描二维

码，加入生活

日报内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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