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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7月10日讯(记者 侯
峰) 10日，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泰安市
广场舞大赛在粥店社区拉开序幕，10

支队伍带来精彩表演。一位88岁的广
场舞粉丝的更是让女儿推她出来看
表演。

10日，在粥店社区文体广场上，30

余名中老年人手持粉色舞扇，在歌曲
《花蝴蝶》伴奏下，欢乐起舞。当天共
有10支队伍近150人参加广场舞大赛，
参加表演的多为中老年人，精彩的表
演吸引百余名观众。

“我们跳广场舞有10年时间了，
一般每天晚上7点到9点跳。这个舞难

度不高，只要喜欢就能参与。”来自常
庄社区的张秀兰是广场舞爱好者，在
枣行社区广场和泰山广场东北角的
广场舞都是她组织的，“不光是广场
舞，像扇子舞、健身球、交谊舞等，我
们都跳。”

来自岱岳花园小区的张女士已
经退休，跳广场舞有5年，平时只要不
遇上坏天气她都出来跳舞。“平时孩
子工作忙，只在周末回来看看，剩下
的时间在家里待着太憋得慌。现在每
天出来跳舞，不但能锻炼身体，还能
认识不少同龄的朋友。”

一位老太太坐在推椅上入神地

观看。女儿朱桂美介绍，老太太今年
88岁，特别喜欢广场舞，以前母女俩
还一起到广场上跳舞。“8年前，老太
太出了一场车祸，打那以后腿脚就不
灵便了。不过只要小区有广场舞，都
会过来看看。这不今天听见广场上有
音乐，她就让我把她推过来看看。”

“广场舞对场地要求不高，群众
普及率和覆盖范围广。举办广场舞大
赛的目的不仅是比赛，更重要的是鼓
励大家在忙碌之余，都走出家门口，
去参加文化活动，娱乐身心，增进交
流。”泰安市文广新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王广尧说。

10支舞蹈队热舞亮绝活
88岁“粉丝”坐轮椅看得带劲

本报泰安7月 10日讯
(记者 赵兴) 本报联合
北方车辆推出的“泰安五
地千人团购会”，将在7月
21日(下周日)开团。泰城及
周边县市的市民朋友均可
报名。上海大众、北京现
代、长安福特和斯柯达品
牌全系车型均有超过预期
的团购优惠。

本期看车团首次召集
发布之后，活动的热线电
话持续不断。其中，大多数
读者都表达了对特定车型
的需求，来自新泰新汶街
道的赵先生说，“一直都看
好新帕萨特，今天到店里
看车时，听销售员说下周
日将组织全泰安千人规模
的团购活动。团购价格肯
定比我们自己到店里砍价
低得多，21日去看看，能不
能现场订一辆。”泰城的邵
女士说，为了买车去4S店
好多趟，终于等到这次大
型团购促销，一定不会错
过这次机会。

为了方便县区的消
费者来泰城参加团购活
动，北方车辆做了精心准
备。团购会相关负责人北
方北京现代 4 S店李经理

介绍，北方车辆在新泰、
肥城、宁阳、东平都设有
二级经销商，活动当天所
有客户在二级店集合后，
免费乘坐大巴前往团购
活动现场——— 岱岳区海
岱花园酒店。

“海岱花园酒店的泰
山会堂最多能容纳1400多
人，不过本次活动报名人
数不设上限。只要参与团
购，不管多少人都能享受
最低优惠价。”李经理说，
各 4 S店市场部已经提前
向各自厂家申请团购政
策，车辆将在厂家政策基
础上再给优惠，肯定让参
与团购活动的消费者不
虚此行。

除4个品牌全系车型
大幅优惠，团购人数每满
2 0人，订车即送保险。同
时，现场举行抽奖活动，
最高奖品为原厂导航，参
加抽奖者都不落空。

根据活动安排，本次
千人团购会报名截止到20

日下午6点。市民可以前往
北方车辆各经销商处报
名，或拨打报名咨询热线：
0538-8561510，咨询参与活
动和车型信息等问题。

千人汽车团购会

与您相约下周日

志愿者赵庆云教留守儿童毛笔字。 本报通讯员 陈萍 摄

宁阳460多名志愿者服务乡镇“妇女儿童家园”

1.3万留守儿童暑假有好去处
本报泰安7月10日讯(记者 王

世腾 通讯员 陈 萍 刘娜 )
目前宁阳县1 3乡镇都建起“妇女儿
童家园”, 4 6 0余名“巾帼志愿者”免
费为 1 . 3万留守儿童提供生活、学
习、心理辅导等。

“我也学画画了！看，这是郝老
师教我画的《去太空》。”7月10日，在
宁阳县八仙桥街道徐马高村村委大
院内“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留守儿
童杨丽，展示刚完成的“大作”。

杨丽今年8岁，从4岁起父母外
出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每到
假期，看着其他小朋友由父母接去
学画画，总在自家门口张望——— 学

绘画是小杨丽期待已久的心愿。如
今，家门口的“留守乐园”让小杨丽
梦想成真，还交到两个好朋友，性格
也变得开朗起来。

从今年开始，宁阳县1 . 3万名留
守儿童将和小杨丽一样，有个快乐
暑假。针对全县13个乡镇(街道)的农
村留守儿童暑期生活缺少照顾、学
习缺少辅导、行为缺少监督、心理缺
少关怀的情况，宁阳县妇联利用各
村“妇女儿童家园”，发动460余名志
愿者成立了由基层妇代会工作人
员、周边学校教师、社区热心居民、
社区群众文艺骨干组成的“巾帼志
愿者”队伍，可以给留守儿童提供生

活、学习、心理辅导和暑期社会实践
等假期生活。

“过去我总爱钻网吧，有了心事
也没有人可以倾诉。现在一有时间
就来站上练字、看中外名著，现在我
的理想是当一名心理咨询师。”留守
儿童刘旭说。“刘旭以前不爱说话，
现在懂事多了，也慢慢开始理解在
外打工父母的艰辛。”宁阳县西关小
学老师赵庆云说。

此外，县妇联还统一下发暑期
护航知识手册，委托“巾帼志愿者”
们为孩子进行“自护教育”，帮助他
们学会自我保护、自我管理、自我调
节。

本报泰安7月 1 0日讯
(记者 邵艺谋) 7月10日，
山东农业大学举办纪念李
家文教授诞辰100周年座谈
会，学者、青年教师、学生、
老教师代表，李家文家人及
亲友先后致辞共聚一堂，缅
怀大师。李家文是建国后我
国蔬菜学科奠定人之一，被
誉为“现代研究中国白菜第
一人”。

李家文1913年7月6日
生人，是我国著名园艺学
家、蔬菜学家、山东农学院
园艺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
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支援山
东农学院园艺系，并任教授
兼蔬菜教研室主任。李家文
致力于蔬菜园艺科学和教
学、研究和生产推广工作达
40余年，为中国大白菜的理
论研究、甘蓝种子繁育、祖
国古代农业遗产研究等方
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李家文
教授在泰安地区、济南远郊
的农村收集到濒临消失的

结球大白菜原始变种———
济南撆白菜、面白菜以及肥
城花心白菜等珍贵资源。他
还亲自到泰山的山村种植
甘蓝和选种，选出其中一个
冬性最好的品种，以选种地
命名“布冬13号”，这项科研
使泰安成为北方重要的黄
苗甘蓝种子繁育基地。黄苗
甘蓝“南选北繁”的科研成
果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
大会奖励。

此外，李家文教授来到
山东农学院工作后，继续引
进大蒜的品种改良，其中

“苏联2号”等在上世纪60年
代被引种到山东嘉祥等地
栽培，演化成适应山东生态
气候的优良品种。70年代后
期在农业种植结构大调整
中，形成了金乡、莱芜等许
多大蒜产区的主要品种，成
为我国最重要的大蒜内销
外贸基地。

1980年，李家文教授在
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由于劳
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去世。

山农大开座谈会

纪念李家文
曾在泰安收集到濒临消失白菜品种

粥店社区文体广场上上演广场舞大赛。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本报泰安7月10日讯(记者 陈
新) 本报联合泰安市体彩中心、山东
亚奥特乳业举办的“亚奥特杯”社区
趣味运动会，第三场活动本周走进岱
庙街道灌庄社区。截至10日下午，已
有40多人报名。本次运动会时间为7月
12日上午8点半，居民请抓紧时间到社
区报名。

10日，70岁的宋先生走进社区办
公室，“大爷，您报名社区运动会吗？
可好玩了。”社区工作人员说。“都有
啥项目啊？”宋先生一听来了精神，在

工作人员鼓励下，报名“摸石过河”和
“绝对公平”两项比赛。

记者看到报名表已经填完两页，
有20多个居民报名。王瑞佳和王星营
都是3岁的小女孩，两家是邻居，约好
同时报了名。“我们两家挨得很近，两
个孩子一起长大，是好朋友。”王瑞佳
的妈妈说，希望两个孩子周五能玩得
开心。

“亚奥特杯”社区趣味运动会包
含6个项目，分别是“摸石过河”、“企
鹅漫步”、“绝对公平”、“自行车慢

骑”，以及亲子游戏“给爸妈穿鞋
子”、“亲子跳绳”，大人小孩均可参
与。

“社区居民对趣味运动会很热
情，希望能够提前举行。”灌庄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应社区要求，趣味运
动会第三站提前两天7月1 2日星期
五，在社区前广场举办。报名时间截
止到7月11日下午，希望有兴趣参与
的居民抓紧到灌庄社区居委会填写
报名表，也可拨打本报热线 0 5 3 8 -
6982110报名。

居民报名踊跃，希望活动提前举行

社区趣味运动会周五进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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