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痦痦子子 瘊瘊子子 扁扁平平疣疣 肉肉赘赘 老老年年斑斑
五妙水仙膏 一抹就掉 不留疤 不复发

瘊子、扁平疣等由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起，不仅

自身传染、传染家人和朋友，还有恶变的危险。

福邦“五妙水仙膏”(国药准字Z32020217)是著

名皮肤病权威周达春教授独创的外用良药。专治各

种疣、痣、汗管瘤、老年斑、肉赘、血管瘤、结节性痒

疹、带状疱疹、鸡眼、毛囊炎、疖、痈等多种皮肤顽

症。30分钟内只需抹药2到5次即可结束治疗，一次

根除不留疤，安全方便，是祛痣除疣的最佳选择！

疤痕难祛除，选药用国药
●电话：0535-7050508
●销售地址：芝罘区华医堂大药房(汽车站售票厅西临)；
海城平民大药房（三站宾馆北100米）；开发区春天大药
房(黄山路振华商厦北30米)；福山伟尔大药房、福山同泰；
莱山万光诚润超市二楼；牟平卫建堂；龙口：贞兰药店；蓬
莱：百草大药房；莱阳：爱心大药房；黄城：贞兰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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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烟烟台台循循环环教教材材换换铜铜版版纸纸全全彩彩印印
新学期56 . 5万套中小学教材运抵烟台，铜版纸教材免费用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晏
坤) 21日的烟台风轻云淡，即便
是中午时间气温也距离30℃差一
截。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处
暑”，即去暑，意为暑气至此而已
矣，这也预示着烟台炎热的夏季
马上就要过去。

据介绍，处暑是一个反映气
温变化的节气。“处”含有躲藏、终
止意思，处暑以后，除华南和西南
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即
将结束，降水逐渐减少。

但是，处暑节气单单用气温
开始走低来描述是不够的，气温

走低仅是其中的一个现象。
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首先应是太阳的直射点继续南
移，太阳辐射减弱；二是副热带高
压跨越式地向南撤退，蒙古冷高
压开始跃跃欲试，影响天气逐渐
转凉。

烟台市气象台21日18时的天
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烟台以偏
东风为主，气温变化不大，23日白
天，受暖湿气流影响，南部地区将
有小雨。另外，25日到31日期间，
烟台有一次降水过程，预计出现
在28日前后，有阵雨或雷雨。

升级教材免费用

家长不用怕涨价

21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化工
路的烟台新华书店储运站看到，
新学期小学、初中、高中所用的教
材分装在三个不同的仓库。书店
教材科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分拣、
核对、包装新教材。在存放小学教
材的仓库内，墙壁上写着芝罘区
52所小学的名字，名字前面堆放
着每个学校征订的教材。工作人
员每两人一组，正对照清单进行
出货前的最后一次核对。

“去年国家执行新课标，今年
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生将
使用新版教材。”新华书店教材科
科长张磊说，还有今年的循环教
材采用铜版纸印刷，保证循环教
材可以使用3年。记者了解到，循
环教材一般第一年按照学校征订
的数量配发，从第二年起每年配
发征订量的1/3，替换已经破损的
教材，配发将持续三年时间，所以
循环教材也称“三分之一”教材。

据介绍，从2008年开始，本市在
义务教育阶段部分科目实行免费
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循环教材只
发给学校，由学生在本学期使用，
学期结束时归还学校，供下一级学
生使用。“这些循环使用的课本在
上课的时候发给学生，下课了就收
起来，放在固定的班级。”葡萄山小
学三年级2班班主任孙丽芝说，“循
环教材一般都是音乐、美术、科学
等科目的教科书。”

记者随手翻看了升级后的教
材。书页翻动时有清脆的“哗哗”
声，由于采用铜版纸印刷，书页摸
起来手感也很好。“新教材采用铜
版纸印刷，全彩印，视觉效果很

好，每本书也比以前重了，价格也
涨了不少。”张磊说，“由于新的循
环教材只配发给学校，学生不用
担心书包变重，而这些循环教材
是免费使用的，家长也不用为成
本上涨担心。”

26日起配发教材

三四天就能忙完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要把
每个学校征订的教材，按照年级、
科目和数量再核对一下。”在存放
小学教材的仓库内，工作人员宋
大姐正在忙活，她的办公桌上放
着各个学校的教材配档表，“教材
运来后都是放在一起的，我们的
任务就是根据不同学校的征订数
量分别打包、分配。”

“今年全市中小学教材大概
有56 . 5万套，另外还有一些教师
的参考用书。除芝罘区外，烟台其
他县市区的新教材也已经全部运
达当地，等开学时就能发放给学
生。芝罘区中小学的教材统一由
新华书店配送到各个学校。”张磊
说，芝罘区的小学教材约有3 . 1万
套，初中约有2 . 9万套，高中约有
1 . 5万套。目前，初中教材已开始
陆续送往各个学校，从26日起，小
学和高中教材也要开始往各学校
配发，预计三四天内就能送完。

“今年配送教材的时间紧、任
务重。按照以往经验，一般每年5

月份省教育厅就会公布教材目
录，而今年直到6月份，我们才拿
到目录，这就少了1个月的准备时
间，紧赶慢赶好在现在准备得差
不多了，虽然还有少部分教材没
有到，但不用担心，我们就是加班
加点也要保证学生在开学时领到
新教材。”张磊说。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姜焕尧) 记者从芝罘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在全省
首次开展的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
评审工作中，芝罘区共有2人通过评
审，这也是芝罘区中小学教师队伍中
首次拥有正高级教师职称。

据介绍，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级别
相当于高校中的教授。在过去，山东中
学教师职称最高等级相当于副高级，
小学教师职称最高等级仅为中级。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李楠楠)

明年春季高考专业技能考试专业
类别增至17个专业类别下的37个专
业类目，比之前的15个更具体细致。

据了解，明年春季高考17个安排
招生的专业类别有农林果蔬、畜牧养
殖、资源环境、土建水利、信息技术、
电力电子、机电交通、制造维修、化工
医药、纺织服装、医学护理、财会金
融、商品贸易、餐饮加工、旅游服务、
文秘服务、教育文化；17个专业类别
下还专门设置了37个专业类目。

2014年起我省将实行春季高考
新方案，首次采取“知识+技能”考试
方式，“知识”部分包括语文、数学、英
语和专业知识(按专业类别)4科，语
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80分，专业
知识200分；“技能”部分考核考生的
专业基本技能，满分230分。

在小学教材仓库，一年
级的教材已经在打包分装
了。而上周，芝罘区小学一
年级的新生才开始报名，那
么教材的数量是怎么统计
的呢？“‘三个一年级’小学
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和高中
一年级都要预估教材数
量。”张磊说，“相比而言，小
学一年级的教材数量预估
难度要大于其他两个，因为
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
可以跟据之前小学五年级
和初中四年级的人数预估，
一般差不了多少，但小学一
年级征订教材的数量却没

有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经
验了。一般预估数目都会比
实际多上几十套，但也不会
超出很多。”

“今年小学生新生的教
材就准备少了。”张磊说，

“刚刚拿到学校发来的小学
一年级教材征订数目，我一
看一下子多了1000多个学
生，后来才知道今年是‘猪
宝宝’扎堆入学啊。”

目前，新华书店正在积
极协调，紧急追加教材订
数，保证开学的时候，小学
新生都能有课本。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新
华书店教材科的工作人员
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全市中
小学生的教材都得由他们
负责配送。教材科一共有9

个人，分别负责管理小学、
初中、高中三个仓库的近60

万套教材，“教材的书目和
数量再核对一下，然后打
包，装车。两个人一天最多
分拣五六所学校的书，任务
急、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加
班。”已经跟书打了30多年
交道的小学教材库管理员
宋大姐说。

很多人认为，发教材每
年也就忙活几天。“可不是。

我们是全年连轴转，基本闲
不住。”宋大姐说，“你看，现
在忙着发教材，开学了还要
对一些缺页、破损的教材进
行调整，一直要忙到9月中
旬；接下来就是和学校、出
版社对账、算账；忙着忙着
就到了10月份，又开始征订
明年春季的教材了。我们把
各个学校征订的数量和书
目统计汇总起来，开始征
订；12月份这些教材开始陆
续到货，光接收教材就得忙
活到腊月二十七；大年初
六，我们又要开始对中小学
教材进行分拣、包装、装车，
送到每所学校。”

近60万套教材,9个人要忙一年

春季高考增加
2个专业类别

“猪宝宝”扎堆入学，教材少了千余套

明明日日处处暑暑，，烟烟台台天天气气渐渐转转凉凉
处暑过后小雨引秋，晴朗天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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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中小学教师
首次有了“正高”

莱州供电

掀“劳模”热潮
8月5日，莱州市供电公司根据年

初定的开展“道德文化四季行”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掀起学习劳模、宣传劳
模、争当劳模的热潮，传递正能量，
引领新风尚。

(赵冬)

为夏令活动护航
自7月份至9月底，莱州市利用三

个月的时间在各大广场组织开展夏
令广场文化活动。莱州市供电公司
充实值班力量，24小时保持通讯畅
通，确保发生故障时迅速、高效处
理，时刻保证夏令广场文化活动期
间安全可靠供电。

(赵冬)

清树障保线路
8月6日，莱州市供电公司检修工

区线路运行人员联合朱桥镇政府相
关部门，集中对线路防护区内的树
木进行了修剪和砍伐。目前，该公司
已砍伐、移栽、修剪树木9800余棵，提
升了线路安全运行水平，为莱州电
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赵冬)

本报记者 李楠楠

9月2日是全市中小学新
学期开始的日子。8月21日，
记者从烟台新华书店了解
到，目前全市中小学的56 . 5万
套教材已经运抵烟台，26日
起，新华书店将把教材配送
到各个学校，保证中小学生
在开学时都能用上新课本。
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学期义
务教育阶段音乐、美术、科学
等科目的循环教材全部采用
铜版纸全彩印刷，虽然成本
提高了不少，但一点也不会
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

今年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将用上铜版纸印刷的美术课本。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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