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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今日泰山

八旬老人最爱门前的小花园
那里见证了他的成长

本报泰安 3 月 9 日讯(记者
熊正君) “在泰城待了这么多年，
我最爱家门前的那个小花园。”9
日，泰城 80 岁市民陈先生说，他深

爱泰安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个见证
了他成长的小花园。

9 日，记者接到泰城市民陈先
生发来的短信：“小时候爬到那棵
大槐树上打槐花，退休后在树底下
下棋、打牌，在花园里散步。”80 岁
的陈先生说，他住在普照寺路的普
照嘉苑，院子里面有一个小花园，
花园里有一棵很粗的大槐树，据说
有将近两百多岁了。在他儿时，槐

树附近还没有建成住宅区，周围种
着一些树和花，俨然是个小花园。
他和小伙伴经常光着脚丫“哧溜哧
溜”地爬到树上，将树上的槐花打
下来，女孩们就在树底下捡槐花。
当时站在树上望着远方，感觉自己
特别神气。

长大后，陈先生外出打工，但
是回家探亲时经常来这个小花园
逛逛。在这里，他碰到了相互扶持

共度一生的老伴。两人经常坐在树
下，海阔天空地谈天论地，感觉相
互之间心灵相通。退休后，陈先生
在小花园附近买了房子居住，每天
和老伴来花园散步，下午在树下打
牌、下棋。

爱泰安的理由：
140、若没有泰山，我就没有理由爱
泰安；如果非要找个理由爱泰安，
那就是，住在这里踏实！ (151***

*2952)
141、“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最爱这
句“国泰民安”，让我们泰安世界闻
名。 (网友“小丁丁”)
142、泰山是中华民族的缩影，泰山
精神乃中华精神的脊梁。 (152**
**0849)
143 . 泰安南关路上有家酸奶吧，味
道很地道，每次去我都要吃一大
碗。 (136****6548)

“校园记者”观影团起航

本周六去看《炫舞天鹅》
本报泰安 3 月 9 日讯

(记者 侯艳艳) 本周六，
本报“校园记者”观影团将
再次行动，将到泰安横店电
影城观赏青春励志影片《炫
舞天鹅》。

影片讲述了一个小女
孩勇敢追求舞蹈梦想的故
事，泰安横店电影城将于本
周六上午为“校园记者”观
影团播放影片《炫舞天鹅》。
横店电影城位于泰安市温
泉路北首宝龙城市广场 B
区 6 号楼，“校园记者”可于

周六上午 9 点半前抵达电
影城。本次活动，每名“校园
记者”可由一名家长陪同观
影。

如果你也想加入本报
“校园记者”，赶快拿起电话
报名吧。本报“校园记者”招
募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只
要学生本人或家长是齐鲁
晚报订户，就可以报名参
加。已经订报的，可凭 2011
年订报凭据报名；没有订报
的，可拨打 11185 邮政客服
电话联系订报并报名。

“万能险”不是万能的
资金不足不要盲目购买
本报记者 李芳芳

9 日，市民李先生打来
电话咨询，随着加息周期的
到来，保险中万能险的表现
让很多投资者眼前一亮。某
公司的一款万能险产品年
化收益更是达到了 5 . 6%，
与银行 5 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持平。万能险与其他险种
比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9 日下午，记者从泰城
部分保险公司获悉，只有少
数公司设置了万能险。中国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王勇经理介绍，万能型保
险是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
设立有保底收益投资账户
的人寿保险，它具有交费灵
活，收费透明的特点。通常
来说，投保人缴纳首期保费
后，可不定期不定额地缴纳
保费。同时，保险公司向投
保人明示所收取的各项费
用。万能险的灵活性也很
高，保额可调整，账户资金
可以在合同约定的条件下

灵活支取。按照合同约定，
投保人通常可以提高或降
低保险金额。此类产品还可
以为投资账户提供最低的
收益保证，并且可与保险公
司分享最低保证收益以上
的投资回报。

王勇介绍，万能保险产
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
性，投保人要承担部分投资
风险。另外，产品说明书或
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
来收益的测算是描述性的，
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
收益不能完全确定。

据了解，万能险产品的
投保周期较长，且只有在期
满之后才能灵活支取。也就
是说，作为一种投资型的保
险产品，万能险更适合长期
持有，既能获得相对稳定的
回报，同时又享有保险保
障。建议资金不足或只想短
期炒作的投资者，不要盲目
购买万能险产品。

本报讯 近日,泰山生力源
股份公司 2010 年度技术创新评
审会召开,公司技术专家组对去
年确定的 11 个课题进行了评
审。最终，《2 万吨综合包装车间
项目规划、设计与实施》等 6 个
课题脱颖而出，分别摘取公司科
技进步一、二、三等奖。

本次参评的课题涉及新产
品研发、新工艺探讨、检测方法
探讨、芝麻香菌种研究、制曲研
究、大项目建设及酒质稳定研究
等内容，覆盖范围广泛，研究方
法先进，创新成效显著，有些课
题在行业内居于领先地位。

据了解，该公司自 2001 年
设立科技进步奖以来，技术创新
评审工作已经持续开展了 11
年，这在国内同行业中也是不多
见的，此举受到了业内许多领导
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王金山 陈清让)

泰山生力源
科技创新结硕果

本报泰安3 月9 日讯(记
者 赵兴超 通讯员 冯晓
波) 9 日，记者从泰山风景
名胜区管委会得知，央视一
套《寻宝》栏目将到泰安海选
民间藏品。目前，已初步选定
岱庙为节目录制场地。海选
的民间藏品将经过专家鉴
赏，评选出一件最能代表泰
山文化的泰山民间国宝。

9 日，栏目录制组成员
已选定岱庙作为泰山民间藏
品节目录制的主场地。节目
组编剧告诉记者，泰山具有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一
定数量和质量的民间藏品，
其民间收藏群体规模也较
大，很多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稀有藏品散落民间不为人

知。
在此次《寻宝》栏目中，

凡是有具有一定历史经济文
化价值的收藏品的市民，都
可以报名。通过海选，各藏品
将由权威专家进行初步鉴
定。预计选出80 件左右的藏
品，进入复选阶段。最终选出
一件最具泰山文化特色的宝
物，成为候选“民间国宝”。并
在其获奖证书上加盖“民间
国宝”印章。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工作人员介绍，节目录制时
间大概为 4 月中下旬，接受
藏品报名工作即将展开。具
体报名流程与时间，将在稍
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详
细说明。

快来秀秀您的藏品吧
央视《寻宝》栏目要在泰安海选

9 日，泰前街道国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举办了以“健康春天”为主题的春季户外运动会，让
居民在春天里松松筋骨。图为热闹的运水“抗旱”比赛。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健康春天

给起重机“查体”
岱岳质监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泰安 3 月 9 日讯(记者
熊正君 通讯员 焦圣娟

杨国) 记者从泰安市质监局岱
岳分局获悉，为了加强对汽车起
重机、危化品汽车罐车的安全管
理，市质监局岱岳分局工作人员
走村入户，开展起重机专项整治
活动。

近日，市质监局岱岳分局组
织部分安全监察人员到粥店办
事处堰北村移动式起重机市场，
深入车主中间，详细讲解汽车起
重机使用注册登记、检验等法律
法规，增强车主的安全主体意
识，鼓励群众举报汽车起重机、
危化品汽车罐车违法使用行为。
安全监察人员现场对车主关心
的旧设备确认、注册、检验等问
题进行了答复，并对相关的起重
机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
确定这些机器“体质健康”。

本报《理财有芳》栏目，
将为您提供理财指导，也将
邀请专业理财分析师对您的
问题进行详细、生动地解答。
本报理财热线：18653881068，
如果您有好的理财想法和建
议可发送邮件至：lifang8605@
163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