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进进山山东东滨滨州州 共共绘绘““爱爱的的星星空空””
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爱心公益事业拉开序幕，点滴汇聚成爱，真诚润泽齐鲁

(专刊记者 孙芳 报道) 近
日，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走进滨州
市惠民县辛店镇，看望当地22名贫
困儿童，并以“爱的星空”为主题进
行绘画创作，与孩子们共同畅想爱
的世界。本次活动拉开了华润置地
山东省公司爱心公益事业的序幕，
也是华润置地会“业主爱心季”的
启航。

孩子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
作出<<多彩的世界>>、<<我的
家>>、<<我的梦>>等70余幅不
同主题的画作。孩子们还兴致盎然
地一起折叠并放飞纸飞机，一位叫
孙延姿的小朋友说：“这是我第一
次折彩色的纸飞机，和大家一起放
飞，好开心。”

活动当天，置地员工还对韩翠
翠、鲁建霞等同学进行了家访，为
他们送去了新书包、笔记本、笔等
学习用品作为新学期的开学礼物，
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用心读书，
生活中除了父母，还有很多叔叔阿
姨支持着他们。

据悉，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已
将这些稚嫩而又充满“故事”的绘
画作品进行装裱，将于中秋节在济
南、青岛、淄博、威海、日照五个城
市的项目售楼处进行展览，并爱心
义卖，所得善款将携手业主向贫困
儿童进行一对一的捐赠。中秋节期
间还将在五个城市的项目售楼处
设置业主捐赠处，接受业主的爱心
捐助，为贫困儿童筹集文具、玩具、

御寒衣物等物资。
据置地负责人介绍，华润置

地山东省公司举办爱心公益活
动——— 让心相“衣”，让爱团圆，一
方面，希望能集结社会更多爱心
人士的力量帮助贫困儿童，另一
方面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华润业
主的爱心有的放矢，做到大家小
家齐团圆，过一个有意义的中秋
节。并表示，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
将倾注更多心力，持续开展各类
爱心公益活动，点滴汇聚成爱，真
诚润泽齐鲁。

华润置地是中国内地最具实
力的综合型地产开发商之一，始终
践行感恩回报社会的企业责任感。
从“我们在一起，中国无畏”的汶川

地震行动，到统筹全局资源，在广
西百色市打造首个节能、生态、环
保的希望小镇，从“心系灾区，大爱
无 疆 ”的 玉
树 支 援 行
动，到“我们
在 一 起 ，鼓
舞 中 国 ”的
奥运助力行
动 ，华 润 置
地以敏锐的
目光关注着
中华大地上
每时每刻需
要贡献己力
的 民 生 大
计 。悦 己 助

人回馈社会，彰显了与时俱进的
“责任央企、文化央企”气质与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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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教教师师节节表表谢谢意意怎怎样样才才合合适适
鲜花热卖引教师节送礼物热议，学生DIY礼物受欢迎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冯琳)

教师节临近，花店瞄准“教师节”经
济，推出各种主题花束，花价也相应
涨价，康乃馨价格涨三成。但在不少
学生、家长选择买花的同时，也有不
少学生、家长选择赠送手工制作或
别出心裁的礼物。

9日下午，实验中学附近一家
花店的员工们忙得不亦乐乎。“今天
许多家长和学生预订教师节鲜花，
我们人手实在忙不过来，所以取消

平时的外送业务，只能让客户自己
来取”。记者走访其他花店发现，康
乃馨卖到每枝约4元的价格，比平
时价格涨三成。玫瑰、百合等因为是
配花，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每朵价
涨两成。

袁女士女儿是一名小学生，每
年她都会帮女儿为老师选择一束
花。袁女士说：“送花只是为了表达
谢意，不算给老师送礼”。袁女士描
述，每年买花费用约五六十元。

青岛北路一家超市今年推出了
自制卡片，即让家长和学生购买制
作贺卡的材料，自己设计制作完成
送给老师。“近年来，贺卡销量一直
不好，已经退出‘教师节’主流行列
中。所以，我们推陈出新，吸人眼球，
给‘教师节’礼物增添点新意”。

面对花店鲜花热销，有些家长
认为学生动手制作礼物更有意义。
小苗是神道口小学一名学生，每年
教师节他都会从姥姥院里摘几朵月

季花送出，再亲手画画像相赠。小苗
妈妈张女士说：“同样是送花，不一
定非要去花店买，心意都是一样的。
而孩子不赚钱，为老师们花太多钱
没太多必要，心意到了就行”。

但由于姥姥家今年月季花长得
不好，所以小苗一家决定给老师一
个惊喜作为礼物，例如，他在“教师
节”当天早到学校一会儿，然后在黑
板上为老师画上祝福画，或者当天
帮老师做一件事情，以表祝福。

李女士一家选择用粘土为老师
制作了一个小手工礼物，以表祝福。
李女士说：“不太提倡孩子买鲜花。
虽说送花不算送礼，但送花也涉及
到钱，便容易引起孩子之间的攀
比”。

针对这一情况，市区一小学杨
老师说：“孩子花钱送东西，我都不
收，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东西，我很
喜欢，不仅心意到了，而且他们动手
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农村配变负荷
不平衡被治理

更换遮雨棚

近日，世昌大道农贸市
场站点附近，威海公交公司
工作人员拆卸旧的遮雨棚。
工作人员说，世昌大道路边
的34个旧遮雨棚将被陆续更
换为新式长廊遮雨棚。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
报道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杨晓东 孙富荣) 日

前，乳山供电公司开展配变负荷不
平衡治理专项行动，利用三个月时
间，对农村变压器，逐一摸排，确保
不因重载、过载及管理不到位造成
配电变压器烧损等情况的发生。

今后三个月，乳山市供电公司
将从分析三相负荷不平衡对安全
运行、电能质量及线损的影响入
手，通过智能配电网监控平台、用
电信息采集等系统监测数据，采取
对标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强化三
相负荷不平衡治理。通过此次专项
治理，乳山市将消除影响电网安全
的配变负荷不平衡问题，将台区三
相不平衡率降到15%以下。

33000000余余册册图图书书服服务务魏魏桥桥工工业业园园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王

天宇) 9日上午，“花YOUNG
年华欢乐送——— 图书流通站”
活动，在威海魏桥科技工业园
举行启动仪式。“流动车”携带
3000余册图书在工业园服务
一天，并结合园区内企业分布
特点合理安排路线，方便园区

内各企业青年阅读书籍。
此活动是由共青团威海市

委、威海图书馆与齐鲁晚报·今
日威海联合举办，魏桥集团青
年职工代表170余人参加。

共青团威海市委副书记申
万兵说，近年来，围绕青年所需
所求，共青团系统开展了一系

列内涵丰富的免费或优惠公益
文化活动。“花YOUNG年华欢
乐送”作为团市委的品牌活动
之一，与《齐鲁晚报》合作多年，
之前已经开展了送国学进学
校、送电影进社区等活动，得到
了社会各界好评。希望各市区
团委以活动为契机，开展类似

活动，将企业资源共享，希望青
年多读书，丰富文化生活。

仪式结束，魏桥科技工业
园职工们走上流动图书车借阅
图书。职工周杰说，工业园所处
地段较偏僻，这次活动走进工
业园，希望这种服务活动经常
举办。

教教师师表表彰彰大大会会开开幕幕庆庆节节日日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王

天宇 通讯员 刘金凯 ) 9
日，在威海东山宾馆举办了庆
祝2013年教师节暨表彰大会。j
教育部门对常建芝等108名威
海市优秀教师、刘忠伟等12名
威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通
报表彰。

108名优秀教师中，荣成
25人、文登19人、乳山18人、环
翠区15人、高区6人、经区7人、
工业新区2人、市直16人。12名
优秀教育工作者中，荣成2人、
文登 2人、乳山 2人、环翠区 1
人、高区1人、市直4人。

同时，市教育局还对威海

一中等10个威海师德建设先
进集体、王国涛等100名威海
师德标兵予以表彰。获得威海
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的学校有荣
成蜊江中学、荣成石岛实验小
学、文登一中、文登实验中学、
乳山九中、威海千山路小学等。

另外，威海教育局发布了

“关于表彰第一期威海名师、名
班主任、名校长、名课程团队的
通报”。其中，98名威海名师建
设工程人选、44名威海名班主
任建设工程人选、9名威海名
校长建设工程人选、49个威海
名课程团队建设工程候选团队
达到标准获表彰。

10支电力小队
服务“三秋”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刘中华 丛云) 9日，威海
供电公司成立10支电力服务队，全
力做好三秋保电工作。

威海供电公司专门成立10支
“三秋”电力服务队，对辖区内56个
农村台区开展电力隐患排查活动。
服务队工作人员尤其针对秋收机
器设备、重点线路进行安全排查，
帮助村民更换老化线路，维修电机
等电气设备，关注台区负荷变化，
加强供电设备检查维护。结合各村
用电实际情况，积极对辖区内的低
压台区负荷进行合理调整，认真排
查影响供电安全的隐患和不利因
素，提高线路与设备的供电可靠性
和供电质量。针对重点线路开展特
巡、夜巡，防止秋收期间电力设备
及用电设施受损被盗。

服务队加强临时用电管理，对
私拉乱接等违法违规用电进行严
厉打击，在确保安全与规范用电的
同时提高用电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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