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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民办幼儿园又刮涨价风
每月普遍比去年上涨50-200元

本报4月8日讯 (记
者 王衍 见习记者
孙婷婷 实习生 王乐
伟 ) “今天韭菜便宜
了，问了问其他菜的价
钱 ，好 多 叶 菜 都 降 价
了。”在黑马农贸市场买
菜的杨女士说。8日上
午，记者在多个农贸市
场了解到，随着气温回
升，生菜、油麦、小白菜
等大部分叶菜价格小幅
回落，但西红柿、黄瓜、
茄子等蔬菜，价格仍有
抬头趋势。

8日上午10时左右，
在黑马农贸市场，批发
商已经将西红柿摆满摊
位，过往市民上前问价
的很多，但听到“ 2 . 6 -
2 . 8”元的批发价时，市
民嘀咕着“好贵啊”走
开。“西红柿今天比昨
天涨了3 - 5毛钱，明天
早上批发价就得3块钱
了。”黑马农贸市场批
发商张喜水告诉记者，
德州目前市场上的西

红柿主要是从济阳、禹
城等地批发过来。在批
发地，上一茬的西红柿
已采摘完，新一茬还没
有长大。

“目前正赶上西红
柿青黄不接的时节，货
源比较少，估计这一个
月都降不下来，想要吃
便宜一点的，估计得等
到五一了。”张喜水说。
黑马农贸市场做黄瓜
批发生意的批发商刘
有太说，目前市场上的
黄瓜同样处在青黄不
接的时节，黄瓜也是一
天一个价。

“现在天气转暖，可
是青菜不会立马就长起
来，菜价现在只是小幅
回 落 ，但 还 算 比 较 平
稳。”北园便民市场菜商
吴彦芬告诉记者，最近
一周，油菜、生菜、西葫
等价格平均下降 0 . 3 -
0 . 4元，小白菜下降比较
明显，由上周的8元/公
斤降至2 . 6元/公斤。

吃便宜西红柿还要等一等

大部分叶菜价格回落

本报4月8日讯(实习生 李榕
记者 王金强)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
数十家幼儿园了解到，部分民办幼儿
园开始新一轮涨价，涨幅在50-200元
不等。园方称，目前物价上涨、工资上
调是他们涨价的主因。

“我孩子在三八路一所幼儿园上
学，原来一个月490元，现在涨了100
元，一年仅托费将近6000元，压力有点
大！”市民郑女士说，她和丈夫是一般工
薪阶层，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孩子的
托费确实有点高。和郑女士有同样感受
的还有张女士，她说原来孩子在三八
东路一家幼儿园，去年9月份收费由
590元调到1000元，因家长接受不了，
纷纷转园，后来才定到现在的800元/
月，国际班更是达到1200元/月。

近日，记者走访三八路、天衢路、
湖滨大道等数十家民办幼儿园，得到的
答复均是已经涨价。三八路一家幼儿园
的招生部负责人称：“去年11月份托费
上涨，托班和大、中、小班均上涨了100
元，现在托班是600元/月，大、中、小班
各500元/月。”该负责人介绍说，托费上
涨不止他们一家，更不止德州，而德州
上涨幅度相对较小。

新湖大街一家幼儿园更是在大
门口贴出了涨价通知。该幼儿园园长
介绍说，现在物价上涨太快，加上工
资上调，所有开销都需要由托费来支
撑。“单就我这处幼儿园来说，房租较
去年上涨了20%。物价、工资都在涨，
托费自然跟着涨。”东风中路一幼儿
园负责人李先生介绍说。

格部门说法

收费标准需备案

德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
公办幼儿园收费由政府统一定价，
而民办幼儿园收费要到当地物价部
门备案，由市场调节决定，这就造成
了民办幼儿园收费“想涨就涨”的假
象。为规范幼儿园收费，德州市物价
局于2011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调整
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通知规
定，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可根据办
园成本和有关规定合理确定，报市
物价、教育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示
后方可执行。

老房子打扫出“状元及第”
专家称，可能有较好的地方史料价值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常学艺
王衍) “我们村的一村民上午整理老
房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份同治年间和
光绪年间的地契，另外还有一个‘状
元及第’的折子，不知道有没有价
值？”8日，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乡牟
庄村的牟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称。

8日下午3时许，在村民的指引
下，记者来到经济技术开发区牟庄村
牟洪军先生的家中。“我们这里因为
面临搬迁，今天到这个老房子里看看
还有什么需要收拾的，没想到在墙内
的橱子下面发现了一堆东西，就拿了
出来。”牟洪军说，他在这些杂物里面
发现了一个折子和两张破旧的纸，打

开一看，都是清朝时期的老东西。
记者观察发现，折子封面上写着

“状元及第”，内侧左上角有“皇上御
名”的字样，另外两份旧纸张分别是
光绪二十一年和同治四年的地契。
给记者引路的村民告诉记者，在牟庄
村先后共有三户村民在其老房子里
发现过老地契，其中在牟士来的家
中，发现七张中华民国时期的卖田、
卖房、纳税等契约执据证。

牟士来对记者说，他是过年整理
房屋里面的墙壁时，因老土坯房受潮
墙皮脱落，发现了一个小木门垒在墙
里，打开木门后，里面放置着一个带
有封口瓷器的小罐，小罐里面包裹着

很多层已发黄的纸。
下午5时许，记者联系到德州市

史志办党组书记徐登伟。他认为，这
些老地契对研究地方史料会有很大
的帮助，无论是当时的土地制度，人
口迁移还是财富状况都会在其中有
所体现。“假如说这些地契是以家族
式的方式保存下来的，那价值就会更
大些。”徐登伟说，那个状元及第的折
子如果能查得到资料，可能就会很形
象地分析到当时的文化。“假如是皇
上亲自提名的那意义可就大了，学历
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徐登伟建议
村民将这些老物件存到博物馆，这样
保存起来意义会更大。

本报4月8日讯 (记
者 王衍 见习记者
孙婷婷 实习生 王乐
伟) 金龙鱼、福临门两
大食用油巨头日前宣
布，旗下花生油系列和
菜籽油系列价格平均
上涨 8 %左右。8日，记
者走访黑马水产调料
批发市场、北园便民市
场和大学路银座商城
等了解到，目前德州城
区食用油价格基本稳
定，多家超市和商店并
未出现涨价，但均酝酿
涨价。

“外面的食用油已
经涨价，德州还没涨，但
近几天价格应该会涨上
去，平均每桶涨1块钱。”
8日上午，黑马水产调料
批发市场一家粮油批发
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由

于菜籽、花生等原材料
成本上涨，食用油的价
格将会上涨，现在主要
是金龙鱼和福临门涨
价，其他品牌也在酝酿
跟涨。

三八路银座商城的
食用油货架上，记者看
到部分大桶的食用油捆
绑小桶油、面粉促销，食
用油价格“按兵不动”，
5L花生油价格目前还
是113 . 9元。金龙鱼食用
油柜台负责人吴女士告
诉记者，现在外地金龙
鱼都已经涨价了，但超
市的价格基本上没变。

“今天来问食用油是否
涨价的市民很多，但具
体什么时间调价，现在
我们也不好说。”该负责
人表示，涨价“要等厂家
的通知”。

生产企业宣布食用油价格上调

德州商家准备跟风涨价

本报4月8日讯(实习生
李榕 通讯员 贾鹏

记者 王金强 ) 4月3日，
乐陵市碧霞湖水库意外捕
获一条“从来没见过的鱼”，
经乐陵市水务局专家鉴定，
确认为是在我国北方地区
十分罕见的两栖动物娃娃
鱼。

3日，碧霞湖水库工作人
员在清理泄洪口时意外捕获
一条“从来没见过的鱼”。这
条鱼呈青黑色，头平，口大，
眼小，肤褶，四肢短扁而微
蹼，体表光滑，有斑块，体长
62厘米，宽11厘米，体重为
2 .8公斤。水库的工作人员和

周围村里人纷纷前来看稀
奇，但不识为何物。

60多岁的王清河说：
“俺这岁数的人，也没看到
过这样的鱼。”随后水库工
作人员上网查询，又经过乐
陵市水务局专家鉴定，确认
为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十分
罕见的两栖动物“娃娃鱼”。
工作人员立即向水务局领
导汇报，局领导当即决定让
它重回大自然。4日下午，该
娃娃鱼被放归至其原来生
活的水库泄洪口之中。

据了解，“娃娃鱼”学名
叫大鲵，多生长在幽静的环
境里，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是现存的有尾类的两栖动物
中个体最大的。它用肺呼吸，
能够发出类似婴儿的啼哭
声，主要产于长江、黄河及珠
江中上游支流的山涧溪流
中，所以较为少见，属于国家
的二类重点保护动物。大鲵
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
代，到现在已经200多亿年
了，因此又被称作“生物进化
史上的活化石”。

“纯野生娃娃鱼要求的
周围环境比较严格，北方基
本没有，这次在碧霞湖水库
发现娃娃鱼应该属于山东
省首例。”乐陵市水务局专
家孙玉科介绍说。

乐陵发现野生娃娃鱼
目前已放归水库

牟洪军
发现的状元及
第折子和地契。

存放地
契和折子的小
箱子。

常学艺
王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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