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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早早上上练练完完足足球球，，接接着着跑跑去去卖卖报报
家住白石路的吕慧垚是个要强的小姑娘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曲彦霖
实习生 牛俊梅) 17日，火车站

附近多了一个闪动的小身影，她是
家住白石路街道的吕慧垚。小姑娘
今年才11岁，为了能到火车站卖报，
她可是费了一番周折。

没有经验的吕慧垚15日第一天

上街售报时，一直到下午1点多才将
30份报纸成功卖完。这个11岁的小
姑娘很要强，见其他小报童早早就
卖完了，自己也不想落后，下午回家
她做了总结，“我回家上网查了，火
车站人多能好卖，唯一的缺点就是
离家远点儿。”

她跟妈妈商量了一下，将目标
锁定火车站。

吕爸爸心疼闺女，听见娘俩合
计要去火车站，一口否决了，“人太
多，不安全。”没有爸爸的支持，吕慧
垚只好暂时妥协，乖乖在离家近的
农贸市场卖。

吕慧垚憋足了劲儿，连走带跑，
第二天上午9点50分就把报纸全卖
完了，这让爸爸对她刮目相看。吕慧
垚趁机再次提出要到火车站卖报
纸，吕爸爸拗不过，点头同意了。

“我不怕远，也不怕一个人，就
怕突破不了自己。”吕慧垚说。

17日，因为早上参加了足球训
练，吕慧垚到火车站的时间有点晚，
临近中午才卖了不到20份。她打起
精神从火车站一路走到白石路，边
走边卖，一直到下午2点，才将报纸
卖完。小家伙腿都软了，还没来得及
吃午饭。

烟台市2013年

职称评审工作启动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姜焕尧 ) 17日，记者从

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芝罘区2013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已全
面启动，烟台市其他各区同时进行。

外语考试成绩

可放宽至45分

根据政策规定，在乡镇以下基层
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申报副高
级、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
在设区的市以下单位，连续在野外从
事农业、林业、水利、采矿、测绘、勘
探、铁路施工、公路施工等专业技术
工作15年以上，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或连续在野外工作10年以
上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
员；年满50周岁、且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15年以上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
上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
员，全省当年有效外语成绩要求放宽
至45分，当年可申报副高级、中级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

部分人员可享

外语计算机免试

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的工作人员介绍，取得经国家教育行
政部门认可的硕士以上学位的海外
留学回国人员，取得博士学位的人
员，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享受国务院或省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国家或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申报各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的人员，援藏、援疆或受政府派遣
驻境外工作一年以上，在援助或境外
工作期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
人员等条件之一，外语可以免试。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计算机可面
试：参加人社部统一组织的计算机软
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获得程
序员及以上级别证书的；评审艺术系
列中的演员、演奏员任职资格的；年
满50周岁以上的；取得经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认可的博士学位的海外留
学回国人员，或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
的人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受省(市、自治区)政府表彰的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享受省
(市、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下月初报送材料

报送材料的时间为8月5日-8月9

日。除中小学教师外请将其他各系列
的评审材料报送至芝罘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
公室，中小学教师系列中、高级职称
评审材料报送时间另行通知。此外，
会计、经济、统计等省评系列材料的
收审，待山东省下发通知后确定。

根据烟台市职称评审工作统一
安排，8月25日进行新闻、播音、翻译、
高校、中专、技校、实验、党校、药品技
术、工艺美术、公证、律师和体育教练
专业的测试；9月8日进行农业、档案、
图书资料、文物博物、艺术、美术和群
众文化专业的测试；10月13日进行卫
生系列测试；11月3日进行工程系列
测试，破格申报中学高级教师的说课
测试时间另行通知。

测试成绩在测试结束后一周内，
通过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网站(http://rshj.yantai.gov.cn/)公布。

想说开口不容易
9岁的曲学广是所在小团队

中最小的孩子，手里拽着一个跟
他齐腰的蓝色手拉小拖车，里面
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本来是
为了省劲儿准备的，这会儿反倒
让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曲学广一手拉着小拖车，
一手捏着份报纸，想往超市走，
却又不停回过头看其他的小伙
伴。这个腼腆的孩子紧闭着嘴
唇，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

却怎么也不好意思上前询问。
见比他大的孩子卖出去一

份又一份，他水汪汪的大眼睛满
是羡慕和焦急。快上午10点了，
他剩的最多，小眉头也皱了起
来。几次接到父母询问的电话，
他只好闷头汇报成果，挂了电话
还是不好意思张口推销报纸。

小朋友，你得加油啦！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实习

生 牛俊梅

现场报名点如下：
1 .《齐鲁晚报》烟台记者站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方式：
6272328，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楼1606

室；
2 .芝罘东工作站 联系

人 ：魏 主 任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88，地址：进德路付15

号(进德老年公寓西15米)；
3 .芝罘南工作站 联系

人 ：张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11，地址：青年南路
115号内3号(烟台三中分校东50

米路南)；
4 .芝罘西工作站 联系

人 ：刘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08，地址：环海路23号
(国家电网与石油库夹道直走

广播电视台印刷厂院内)；
5 .凤凰台工作站 联系

人 ：宋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79，地址：珠玑中路宏
润装饰材料市场2区7号；

6 .莱山工作站 联系人：
王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00，地址：莱山区澳柯
玛大街3号东宝产业站点下车，
东海驾校路口里走200米；

7 .西部(开发区、福山)工作
站 联系人：李站长，联系方
式：15563860770，地址：开发区
珠江路金城小区25号；

8 .牟平高新工作站 联系
人 ：孙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673，地址：宁海大街
657号东巷内(百盛烧烤旁)。

““新新马马纯纯玩玩观观光光””夏夏令令营营88月月66日日出出发发
距报名截止日期仅剩一周，报名需抓紧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
伟凯) “去新马夏令营报名最
晚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办护
照来得及吗？”“在新加坡环球
影城都能玩什么？”本报新马纯
玩观光夏令营报名进入尾声，
仍有很多孩子和家长急着咨询
报名事宜。

此次“新马纯玩观光夏令
营”将于8月6日从青岛出发直
飞新加坡。如学生已经有护照，
可在7月30日之前报名，如没有
护照则必须在7月25日之前报
名，名额所剩无几，想参加的孩
子需抓紧时间报名。

在此次将参观的新加坡
知名景点中，最吸引孩子的便
是新加坡环球影城了，孩子们
在这里将如身临其境般地观
看变形金刚惊险刺激的3D对
决过程。太空堡垒相信是很多
孩子最希望坐的过山车，乘上
它，体验与对面来车几近碰撞
的惊心感觉。此外，主题公园
内还有史瑞克4-D影院、马达
加斯加木箱漂流记、好莱坞梦
幻巡游等娱乐项目，以及恐
龙、狐猴、可爱怪物、埃及木乃
伊等，为整个探险添加无数的
惊险和刺激。

孩子们在畅快游玩的同
时，还将进入新加坡当地语言
学校参观学习，了解新加坡的
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到学生
公寓住宿体验新加坡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

对于马来西亚，自从在地
理课本上了解过马六甲海峡这
个海上“大咽喉”，它便成了最
让学子们感到亲切的一个地
方。郑和下西洋遗留的古迹三
宝庙和三宝井，也让很多中国
学生倍感自豪。最后学生们还
将走进马来西亚乐高乐园，领
略机器人组装的无尽魅力。

同时本报“未来之星”暑
期系列游学夏令营还推出了
为期4天的“我到香港看世界”
夏令营，在香港参观一所大
学、两个乐园 (海洋公园和迪
斯尼乐园 )、五个场馆 (蜡像
馆、科技馆、太空馆、警察博物
馆、公共图书馆 )及香港其他
常规知名景点，可以说此次夏
令营是同期香港游玩路线中
行程安排最丰富的。出发日期
为7月24日和31日，想要报名
的需抓紧时间。

夏令营报名咨询电话：
18660095750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曲彦
霖 实习生 牛俊梅) 由本报
主办、烟台心悦净水器有限公司
赞助的“来玉杯”小报童暑期营销
秀第二期活动可以报名啦！

第二期活动再次面向烟台
市区招募200名小报童，主办方
仍会评出《齐鲁晚报》营销金奖
2名，银奖8名，铜奖20名。金奖
得主每人将有500元奖金，银奖
每人300元，铜奖获赠一份全年

《齐鲁晚报》。同时，所有获奖小
报童均可参加一次免费旅游！

第二期报名时间从7月18

日-7月28日，活动报名咨询电

话：15563860622，18653587193，
6272328；短信报名方式：编辑
姓名+年龄+住址+性别+身高
发送到报名手机号码。另外，您
也可以选择到8处报名点现场
报名，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期上街售报时间暂定
于7月30日，为期15天。主办方将
提前通知小报童参加培训，免费
发放服装及太阳帽，每天免费提
供一瓶烟台山泉瓶装水。

卖报数量突出和表现优异
的小报童都有可能获奖或评

“星”，即使没有获奖，这也将是
一次深刻而难忘的生活体验。

第二期活动接受报名

名次 姓名 售报份数

1 王子豪 360

2 宋朋 330

3 冷承霖 320

4 宋怡林 280

4 于知鑫 280

6 郑小彤 260
6 刘绍彬 260
8 李宝发 230
8 姜凯文 230
8 王文慧 230
11 曲俊杰 180
12 王晓宇 170
13 聂广北 160
13 梁昕炜 160
15 曹馨心 150
16 曲益增 140
16 杨金龙 140
16 滕铭宣 140
16 邢博闻 140
16 栾嘉一 140
16 张恩豪 140
22 牟智达 130
22 吴晓麟 130
22 孙亚慧 130
22 赵人齐 130
22 刘皓男 130
22 纪翔曦 130
22 刘安泰 130
22 姜涵 130
22 姜炳炫 130
22 孙昕仪 130
22 张堡深 130

一直不好意思张口问，曲学广卖得比其他小伙伴慢，愁啊！
记者 曲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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