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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网免费

为老人拍婚纱照

本报10月9日讯（见习记者 周
晓彤）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老
一辈来说，拍婚纱照可能是件很奢
侈的事，他们有的只是几张简单的
黑白照片，没有色彩，没有创意。今
年10月13日,老年人将迎来第一个
法定“老年节”。为迎接“老年节”，齐
鲁晚报网联合三木家照相馆、槐荫
区老龄办，为20对50周岁以上的老
夫妻免费拍摄婚纱照。

本次活动由三木家照相馆为老
人免费提供化妆、造型，提供两套服
装、头饰道具，并负责拍摄。拍摄结
束后，免费赠送老年人8张精修照
片的相册一个和24寸精美放大片
一幅及全家福照片。

即日起凡是济南市50周岁以上
的老人均可拨打齐鲁晚报网热线电
话0531-82667782报名。如果想为
老人圆婚纱梦，也可由子女代为老
人报名。报名时间截至10月12日，
先报先得，仅限20对。拍摄时间为
10月12日-15日。

人社在线周五

解疑加班工资支付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尹明
亮） 长假结束，假期加班顺利拿到
加班工资了吗？10月11日下午，济
南市人社局第11期人社在线将举
行，针对企业加班工资支付的问题
在网上为市民解疑答惑。

根据计划，此次人社在线中，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将就加班的时间规
定；加班工资计算方法；加班工资基
数计算办法等回答市民的提问。在线
答疑时间为11日（周五）14:00至16:
00。市民既可以在答疑时间在线提问，
也可在10日14：00到11日上午10：00
的时间段内先行网上提问，最后解答
也将在网上公布。

122路K122路

临时调线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记者9日从济南
市公交总公司获悉，因化纤厂路与
华龙路路口处道路施工，且该路口
施工情况比较复杂，122路、K122路
车辆较长，在此路口处无法正常安
全通行，济南公交122路、K122路将
于10月11日起临时调整部分运行
路段。

122路、K122路临时调整后沿
华龙路向东、华信路向南至工业南
路向东恢复原线，临时撤销华龙路
中段、华阳路、化纤厂路南段站点，
临时设华信路南口、济钢二分厂、化
纤厂路站点。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段
婷婷 见习记者 李师胜 通
讯员 赵蓓) 9日，记者从千佛
山山会主办方了解到，第31届
千佛山重阳山会将于12日拉开
序幕，一直持续到20日。今年山
会全新升级，从形式到内容将
有全新的面貌。板块明晰、坚持
公益性、提升演艺档次、注重参
与，是本届山会最大的特色。

山会板块更加明晰

小吃、非遗单独分区

“今年山会划分为多个区
域，方便游客，同时可以分散客
流。”千佛山山会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往年山会，各种摊
位、演艺项目都集中在主山道
区域。本届山会，板块划分更加
明晰，并向南区、东区延伸、分
散，减轻主山道上的客流压力。

据介绍，正门内的主山道
两侧设为生活乐购区，包括手
工艺品、包装食品、旅游纪念
品、生活用品、玩具、书籍等传
统百货。

小吃美食集中在东门内停
车场，集中打造齐鲁美食会。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宗记锅饼、老

济南油旋、武汉热干面、西安肉
夹馍、钵钵鸡等美食应有尽有。

除此以外，非遗项目集中在
万佛洞到腊梅园的道路一侧，挑
选部分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
集中展示。潍坊风筝、潍坊布娃
娃、滨州剪纸、济南糖画等非遗项
目传承人将现场与游客互动。

九九重阳节是老年人的节
日，本届山会在卧佛到万佛洞
的道路一侧设置重阳养生区，
届时将组织正规医院进行义
诊、健康讲座等活动。

名家名角助兴演艺

重展曲山艺海风采

“今年正值济南举办十艺
节，重阳山会也借助这个契机，
提高山会演艺水平，提升山会
文化内涵。”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山会大戏连唱数天，不少
铁杆粉丝每年都到场。据介绍，
今年原游客中心舞台继续演出
各类戏曲，豫剧、山东梆子、吕
剧等名角名剧将倾情参演。

济南演出“重镇”芙蓉馆将加
盟小戏台，济南著名曲艺表演艺
术家张存珠、秦玉华、刘广玺、马
延泉、王文喜、罗广兴、华青等，将
带来相声、快板、评书等曲艺节

目，重展济南曲山艺海风范。
另外，本届山会开幕式将

于12日上午在小戏台开演，届
时1986年版《西游记》唐僧扮演
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徐少华等
将亲临现场。

娱乐嘉年华星期八小镇

首次加盟山会

本届山会突破性引进大型
娱乐嘉年华项目，美轮美奂的
展台、大型卡通造型，让游客过
足瘾。投文字D、疯狂套圈、笑傲
沙弧、小李飞镖等娱乐项目让
人眼前一亮。

另外，大型儿童角色扮演
娱乐项目星期八小镇首次加盟
山会。在天一阁对面搭建场馆，
打造逼真的场景，让孩子们在
儿童医院、银行押运、警察局等
场馆中，穿起白大褂、警服，尝
尝做大人的滋味，通过亲自动
手参与、快乐的角色体验，帮助
孩子激发自己的潜能与兴趣。

除此以外，还将在南门碑
刻文化苑举办象棋比赛。现任
生活日报群康象棋俱乐部中国
重汽象棋队总教练的谢岿，将
与多位山东省棋王一同举行一
对十车轮战表演。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刘
雅菲） 近日，各大快递公司纷
纷打出招聘广告，备足人手，准
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淘宝“双十
一”，有的开出的工资较去年同
期上涨千元。

前年“双十一”由于快递公
司准备不充分，造成多地快递
爆仓，去年多数公司都做足准
备，爆仓现象大量减少。今年淘
宝依然会举办“双十一”促销活
动，各大快递公司纷纷招兵买

马，迎接“双十一”带来的挑战。
9日，记者浏览济南各大招

聘网站，发现各大招聘公司纷
纷都在招聘员工，少则招三五
人，多则招几十人，开出的月薪
大都集中在3000元到5000元。

李先生从事快递员这一
行业已经接近四年了，据他
介绍，近几年他的收件和送
件量都在逐步提高，收入也
是跟工作量挂钩的，平时他
每天都要送 8 0到 1 3 0件，“双

十一”期间，他每天都得送三
四百件货物。

“即便是提高了薪资，也很
难招到人。”一位快递公司的负
责人无奈地说，据这位负责人
介绍，快递员的流动性很大，平
时各个公司也都缺人，“双十
一”活动期间人员的缺口更大，
所以他们才会抓紧时间，招聘
人员，基本符合条件的，都会被
录用，不仅是专职的，兼职也可
以。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尹
明亮 通讯员 王宏田） 济
南市人社局、财政局日前联合
出台文件，规定自今年10月1日
起,济南市职工丧葬补助费等原
由企业支付的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人员在职
死亡有关待遇，将按规定纳入
统筹支付。该规定也适用于从
2011年7月1日起至今在职死亡
的参保人员，相关的支付及补
发工作将于10月下旬展开。

据济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参加济南市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未达到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时，
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按规定
将有关死亡待遇纳入基本养老
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其中，每人
1000元的丧葬补助费，全额纳
入统筹；一次性救济费(10个月
我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根据本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
费年限，下同)，满15年的，全额

纳入统筹；不满15年的，缴费年
限每满1年 (不满1年按1年计
算)，按十五分之一纳入统筹。

2011年7月1日至今年9月
3 0日之间在职死亡的参保人
员，参照本通知规定将有关待
遇纳入统筹。其中，在职死亡的城
镇个体劳动者以及自由职业者等
灵活从业参保人员，符合济劳社
字[2003]26号文件规定的一次性
救济费发放条件的，仍按原规定
执行，不得重复享受。

千千佛佛山山重重阳阳山山会会1122日日开开幕幕
娱乐嘉年华、星期八小镇首次加盟

快快递递业业加加薪薪招招工工备备战战““双双十十一一””

济济南南丧丧葬葬补补助助费费将将统统筹筹支支付付

9日，市民观看龙山文化时
期的陶器。当天，提升改造后的
龙山文化博物馆正式开放。龙
山文化博物馆前身是1994年建
成的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新馆
改造后，展厅面积增加到3000

平方米，由序厅、龙山破晓、文
明之星、考古圣地、济南寻根五
部分陈列组成，是龙山文化专
题博物馆。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龙山文化
博物馆开放

迎重阳山会

多路公交开专线车

本报讯 2013年重阳山会即
将拉开序幕。途经千佛山景区的K56
路和117路是横贯经十路的主干公
交线路，根据往年客流规律，今年山
会期间这两条线路将实行联动调
度。在共同加密班次的基础上，K56
路开通省肿瘤医院至千佛山的区间
车，117路开通腊山立交桥至泉城
公园北门的区间车及营市街至泉城
公园北门的直达车，实现普通线路和
豪华线路互补运行，高客流时段共同
集中疏散，最大程度方便乘客出行。另
外，重阳节期间，K93路、112路为方
便老年市民出行，车队将适时开通
“老年专线车”。 （孟燕）

生活指南

《十艺在民间》

已上线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陈玮） 9
日从市文联获悉，《十艺在民间》——— 济
南市文联献礼十艺节专题栏目日前在
济南市政府门户网站等上线。

《十艺在民间》专栏重点介绍济南
市文联及其各协会继承和弘扬济南传
统文化，发展繁荣民间艺术，为十艺节
的成功举办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艺在民间》主要由“最新报道”、“人
物专访”、“作品展示”等专题组成，既
有视频报道，也有高清图片展示。

十艺节五彩邮戳

面世

迎十艺节

西城公交增班次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10月11日20
时，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将在山东省
会大剧院歌剧厅开幕。为满足十艺
节期间公交出行需求，省文化艺术
中心周边多路公交将增加班次。

十艺节开幕式，省文化艺术中
心周边的19路、38路、K58路、K109
路、133、K156、K157、K167等8条线
路，将加大车辆配置，加密班次投
入。同时，十艺节前开通二环西路
BRT临时替代线路1条，恢复7路、77
路在二环西路的运行。另外，开幕式
期间在济南市东、西部，覆盖市区主
要大型活动场馆及交通主干道周边
均有车辆待命。

十艺节期间济南

停止计划性停水施工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蒋龙龙
通讯员 李军） 为保证“十艺

节”期间安全供水，济南水务集团原
则上停止计划性停水施工、检修工
作。为方便手机用户，济南水务集团
网站还设置了“二维码”标志，用手
机“扫一扫”，便可登录网站查询相
关服务内容。

本报讯 10月9日至11日，山东
近代建筑艺术摄影展在省图书馆举
行，本次影展由山东艺术摄影学会
主办，共展出200余幅反映近代建筑
的摄影作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山
东近代建筑铭刻着山东历史变迁和
社会发展的沧桑印记，承载着极为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一笔宝贵
的文化遗产。 （本记）

山东近代建筑艺术

摄影展开展

本报10月9日讯（见习记者 李
虎 通讯员 刘莉） 为宣传好十
艺节，济南市邮政局特别设计了一
套“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五彩邮戳”，
计划将于十艺节展演期间陆续推
出，并举办邮戳加盖活动。

据介绍，十艺节五彩邮戳为系
列套装彩色邮戳，颜色创意撷取十
艺节吉祥物“凤舞东方”中赤、橙、
绿、蓝、黑五种色彩元素。“五彩邮戳”
由十艺节邮票揭幕、十艺节邮票首
发、十艺节开幕式、文华奖、群星奖五
个子邮戳组成，将山东省悠久的文化
历史、泉城风韵与十艺节文化相融
合，用邮戳纪念神圣的历史时刻。

相约十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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