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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

者 韩纪功 通讯员 高
群)今后，不论居住在城市
还是乡村的临沂市民，都

将很便捷地购买到机票。

记者从临沂邮政局获悉，

目前，市内 240 多个邮政
营业网点已全面开办代售
航空机票业务，这些网点
已覆盖了临沂所有县区。

市民只要拨打 11185 并可

享受订票、出票、送票一条

龙服务。

据了解，中国邮政与

民航局同隶属交通运输
部，邮政航空客票业务是
邮政部门与航空公司或航

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合作，

利用邮政 11185 客户服务
中心、营业网点、邮政网站
等，为旅客提供航空客票

销售服务的业务。在临沂，

乘飞机出行的市民可到就

近的邮政营业窗口根据需

要预定国内、国际任何航

段的机票，也可在异地拨
打 11185 订票热线电话完
成订票手续或进行查询。

目前，邮政具有独家

代理的多家航空公司的折
扣票与学生票，为乘客提

供国际、国内各航班的查
询和机票预定业务，并可

根据乘客出行路线，量身
制定最为优惠、快捷的航

线行程，只要一个电话即

可享受订票、出票、送票一
条龙服务。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

者 李欣洁)记者从临沂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近日，临沂市根据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

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鲁政字〔 2 0 1 1 〕3 3 号)规

定，以及经济发展和职工工

资水平，对全市最低工资标

准进行了调整。

相关调整分别为：兰山
区、河东区、罗庄区、临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沂经

济技术开发区、临沂临港经

济开发区最低工资标准为
每人每月 950 元，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为 9 . 8 元；各县最

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
8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为 8 . 7 元。中央、省属驻临

沂企业和外地企业驻临沂
分支机构执行企业所在地
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
最低工资标准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

据了解，最低工资标

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

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

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

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

动报酬。最低工资标准一般

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

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

就业劳动者。

家住后园馨园小区的
张纪银今年 33 岁，1998 年

于临沂技术学院毕业后，他

便开始经商。平时忙于生意
的他却并没有将生意场上
的习惯带回家，反而为了两

个孩子，他拿起书本专心研
究起如何教育孩子。

走进张纪银的家中，可

以感受到浓浓的读书氛围，

在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几

本儿童画报，张纪银两岁的
儿子乘硕正抱着一本津津

有味地看着。

“ 1998 年参加工作后，

我就比较喜欢看书。后来有

了孩子，我觉得应该给孩子

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我在

家时候就陪孩子看书。”张

纪银说，他有两个孩子，大
女儿滋浛 8 岁，已经上小学
二年级，而小儿子刚 2 岁。

现在两个孩子都养成看书

的好习惯，他每年为孩子订

阅的各种儿童杂志就超过

千元。

在张纪银的家中，2000

余本藏书中多数都和教育

有关。“供大人学习看的教

育类书籍有 300 多本，而供

小孩观看的各种书籍则多

达 800 本。

张纪银说，家里很少开

电视，一家人在家的时候都

在看书。“每天晚上，一家人

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各自看

书。女儿做完功课后在自己

的房间里看书，儿子则看儿

童画报，孩子的母亲看文学
书提高文学气质，而自己则

看教育书籍学习如何教育

孩子。”张纪银边说边带记

者参观他家的房间，每个房
间里都有一个书橱，里面放
着各种书籍。

在张纪银的影响下，两

个孩子都是小书迷，每天中

午在学屋吃饭时，女儿一定

带本书看，晚上总是需要催
她去睡觉的时候才会恋恋

不舍地将书放下，而小儿子

也总喜欢在他的小书桌前
抱着本儿童书籍看，偶尔对

书中图片指点指点，还真有

大人样儿。一家人都喜欢看

书，让这个家庭越来越有读

书的氛围，这也和张纪银的

初衷越来越一致。

“自己看一些经济方
面的书，在生意场上很顺

利。而一家人喜欢看书，让

这个家有了书香气息。女

儿滋浛从四岁半便开始练

钢琴，和每个孩子一样，滋

浛对钢琴的感觉经历了感

兴趣到厌烦再到坚持，是

自己通过看书，了解到如

何引导、培养孩子的兴趣。

现在女儿已经过了钢琴四

级。”张纪银说。

本报记者 周广聪

实习生 孙景芸

家中藏书 2000 余本，带出两个小书迷

张纪银:家和生意顺全靠看书

家里从来不开电视，书房里却常聚满小朋友看书

张佃波：传统国学书更有嚼头
今年 36 岁的张佃波老

家在潍坊临朐的一个封闭

的小山村，小时候的他并没

有机会接触太多书，一本小

人书，就会在小伙伴中间传
阅很久。“那个时候，在村里

很难接触到太多书，我上小

学四年级就开始看《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看完那本书，

当时自己看书的目的也很

纯粹：从这个山村走出去。”

张佃波说。

后来上初中，学校里来

了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老师，

而这位老师也影响了张佃

波那一批学生。“那位老师

姓马，他带了我一年半的时

间里，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

的东西，尤其是在读书方
面，他给我们推荐了很多

书，并选取很多名篇当堂朗

诵。”张佃波在那时候看的

不少书都是通过老师介绍，

而那时候的他也因为这位

老师的一次鼓励发奋学习。

完成学业后，张佃波来

临沂工作，他除了工作，把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看书上。

说起对哪些书感兴趣，他说

自己喜欢看传统国学、政

治、经济等方面的书。

“工作后接触的东西多

了，但我发现，包括平时参
与的培训在内，所有的知识

都能回归传统。现在的很多

书无非是结合现在加入了

新的事例，而道理还是传统
的道理。因此，我比较喜欢

传统的国学，《论语》、《道德
经》以及一些古典名著等看

的比较多。这些书有‘嚼
头’，看完一遍还想看，而每

看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收

获。”张佃波说。

渐渐地，张佃波逐渐养
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变得

手不释卷，而他也有了一点

藏书。在张佃波的书房里，

两个书橱已经满满当当，从

《四书五经》、《四大名著》到

当代文学、政治评论……只

要自己感兴趣，张佃波都会

找来读。

在张佃波的影响下，11

岁的儿子也喜欢看书、写毛

笔字，半年前报一个书画

班，每天晚上除了做功课，

就会在书房陪爸爸看书练

字。“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

看电视，别人家里晚上可能

都在看电视剧，但我家里的

书房里却经常聚集着很多

小朋友，他们在一起看书练

字。”张佃波说。

本报记者 周广聪

实习生 孙景芸

本报讯 3 月 9 日，临沂市首届低碳环保“节油王中

王”环保挑战赛新闻发布会在临沂市江泉大酒店召开，临

沂市环保局领导、临沂市各大主流新闻媒体记者，以及临

沂市易通汽贸集团的主要领导莅临了新闻发布会现场。

记者了解到，本次王中王节油挑战赛是一个系列赛，

就是根据不同排量级别的车型，分类进行比赛。为了保证

本次活动的权威性与相对公正性，本次活动组委会选择

的是目前在市场上最畅销的五款排量为 2 . 0 的自动档车
型，分别是本田雅阁、上海大众帕萨特、日产天籁、别克君
威和丰田凯美瑞。

记者从本次活动的协办方临沂市易通汽贸集团了解
到，本次 B 级车正式比赛时间从 3 月 28 日开始至 4 月 12

日结束，正式比赛分三轮，分别采取淘汰赛、团体赛以及

个人赛的形式。正式比赛之前首先参赛资格的车主报名

海选，报名日期截止到 3 月 22 日。2 . 0 排量自动挡拨打
0539-2026107 进行报名，共 50 位车主获得比赛资格。为回

馈广大报名车主朋友，协办方还将对入围的车主进行价

值不等的“油卡奖励”。 (专刊记者 文卿)

“节油王中王”，等你来挑战

邮政网点

可买机票啦
订票电话 11185

临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三区每人每月

最低 950 元

书香家庭系列评选继续接受报名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者

周广聪 实习生 孙景芸)

9 日，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

捷程教育杯临沂市“十佳书

香家庭”系列评选活动继续

接受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 4

月 20 日。“书香校园”“书香教
师”“书香少年”等活动的报名

也在进行中。

据悉，捷程教育杯“十佳

书香家庭”评选活动自开展

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强

烈关注。市民可拨打本报电

话 8966179、捷程教育电话
7057788 或兰山区图书馆电话
8228094 转 8000 报名。

让孩子看书的时候，张纪银也会拿出一本书读。
本报记者 廖杰 摄

每天晚上，张佃波和儿子都会在书房里练习书法。
记者 徐升 摄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纪念币临沂隆重发行

全套十五枚

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纪念

币大全套，由

中国人民银行

发行的世界文
化遗产——— 万
里长城、秦始

皇及兵马俑、

曲 阜 孔 林 孔
庙、故宫、苏

州园林、“北

京人”遗址、

青城山与都江堰、丽江古城、颐和园、龙门石窟、宝岛台湾朝天宫、宝岛台湾赤嵌楼、宝岛台

湾日月潭、宝岛台湾敬子亭、宝岛台湾鹅銮鼻，共计15枚。现临沂隆重发行，特惠发行价每套

980元，电话：0539-3200686。数量有限，预定从速。前50名可获赠2010流通纪念币一册(上海

世博纪念币+虎年贺岁纪念币+环境保护纪念币+“和”字书法纪念币)。

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