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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讯

宝 贝 聊 天

大家好，我是刘恩江，出生于2012年12月8日，爸爸妈妈喜欢叫我的小
名——— 雷鸣。怎么样？我的小名是不是很有气势呢？爸爸妈妈希望我健康
快乐，每天笑口常开，我会努力实现爸爸妈妈这个愿望哒。下面我给大家
播报天气啦。

15日 星期二 晴 3℃-14℃ 北风
3-4级

16日 星期三 晴转多云 6℃-
17℃ 北风转南风 微风

17日 星期四 多云转晴
8℃-18℃ 南风 微风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较冷 建议着厚外套加

毛衣等服装。
运动指数 不宜 有降水，推荐您

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洗车指数 不宜 雨水和泥水会弄脏

爱车。
化妆指数 保湿 请选用中性保湿型

霜类化妆品。
感冒指数 极易发 强降温，风力较强，

极易感冒。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您有问题，我们帮找答案！有
问题就给我们递个“小纸条”，我
们会将答案及时“传递”到报纸
上，一起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疑问。

我们传递纸条的方式有三种
哦！选一种你方便的方式，发纸条
找答案啦！拨打6380110；将纸条
内容及个人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
qlwbjrlw@163 .com;还可以给齐
鲁晚报·今日莱芜官方微信发信

息：我要递纸条
+姓名+联系方
式+纸条内容。

齐鲁晚报·
今日莱芜微信
号：qlwbjrlw

纸条快递征集令：

纸条快递
莱芜市民陈女士递纸：

我的鼻子对冷空气异常敏
感，每年秋风一起，或者冷空气到
来，气温骤降时，鼻子就开始不舒
服，连续不断地喷嚏。

米粒传答案：
记者联系到了王医生。王医

生介绍，对于过敏性鼻炎，大部分
患者都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少患
者在发病初期常把过敏性鼻炎当
成感冒，自行服用抗感冒药物。

“家长们常忽略一个细节，这些孩
子多半有打喷嚏、流鼻涕和鼻塞
症状，但病来得快、走得也快，却
经常反复。其实，这很可能是过敏
性鼻炎。

对于怎样预防鼻炎，王医生
建议：1、常年性鼻炎患者，要改善
居室环境，如不养猫、狗等动物，
撤换地毯，羽毛褥垫，室内通风，
减少灰尘等可减少发病机会。
2、对已查明过敏原者，应尽量脱
离接触，花粉症患者，在花粉播散
期应减少户外活动。 3、饮食疗
法，要吃的清淡，少食辛辣及刺激
性大的食物，多吃些蔬菜水果等。

4、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急、不
燥，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要过
度劳累，定时选择一些功能性保
健食品，提高免疫功能，少生或不
生病，提高生活质量。 5、适当体
育锻炼，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活
动，如爬山、打太极、慢跑等，还要
经常做鼻部按摩以增强鼻腔抵抗
过敏原的功能。

泰安市民呈先生递纸条：
前段时间工作由青岛调到了

莱芜，现在想把保险转过来，应该
怎么办理呢？

近期，金乡县供电公司为蒜
农设立了用电绿色通道，为蒜农
提供“一站式”服务。

10月9日，蒜农老赵找到该公
司业扩专工王刚，申请安装灌溉
用电专用变压器。王刚立刻办理
了相关手续，并到该村勘测。当天
施工队伍就来到现场，进行专变、
线路、配电设施的安装调试工作。
次日傍晚专变成功验收送电。整
个过程只用了36个小时，解决了
数千亩大蒜的灌溉难题，保障了
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

(侯成旭)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完善，T
动力的涡轮增压车型越来越多，
而搭载T动力发动机的SUV由于
动力更强，油耗和排放更低，深
受市场欢迎。由华泰汽车推出的
T动力SUV——— 圣达菲2013款，
是10万元内动力最强、配置最丰
富，且唯一配备1 . 8T涡轮增压发
动机的国际中级SUV，给消费者
带来全新的价值体验，傲然领跑
自主SUV车市。

“T”动力圣达菲

领跑自主SUV车市

国网金乡公司：

“一站式”服务
保障农灌用电无忧

为切实服务好孤寡老人和农
村困难老人，开发区供电所利用
一周的时间提前对各村组及社区
进行了摸底调查，建立了详细的
服务档案，为更好的服务孤寡老
人做好了准备。在上门送服务的
过程中，该所志愿者们除了检查
线路安全外，还重点引导孤寡老
人对各种高功率电器的正确用
法。同时，向他们发放了安全用电
常识、节约用电小窍门、温馨服务
卡等，确保了老人们安全用电。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程凌
润) 14日，记者从莱芜市文明办
获悉，10月份“莱芜好人——— 每月
之星”评选活动进入投票阶段，贾
利民、张耐德、樊立平等12名候选
人的事迹已经在市文明网上公
布，市民可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14日，莱芜文明网上已经设
置 了 2 0 1 3 年 1 0 月 份“ 莱 芜 好
人——— 每月之星“评选的专题网
页，贾利民、张耐德、樊立平、陈
立业、任守营、张焕利、张玉明、
蔺秀云、焦芳兰、耿成刚、黄振

玲、马同文的12名候选人的先进
事迹已经公布出来。目前，10月
莱芜好人评选活动已经进入投
票阶段，市民可于10月11日至10
月26日登陆莱芜文明网进行网
络投票 ( 登录莱芜文明网主页
http://lw.wenming.cn，点击“莱
芜好人每月一星”评选活动进入
投票页面)。

据介绍，“莱芜好人”评选表
彰活动由莱芜市市委宣传部、莱
芜市文明办、莱芜市总工会、莱
芜市团委、莱芜市妇联等部门联

合举办，旨在全面推进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共设“助人
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
个类别。

凡符合以上标准的全市各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
团体、村居以及省驻莱单位、驻
莱部队的个人，均可推荐为候选
人 。每 月 评 选 产 生 的“ 莱 芜 好
人”，择优向“山东好人”和“中国
好人榜”推荐。

1100月月莱莱芜芜好好人人开开始始投投票票

12日，莱芜市第十届运动会
落下帷幕。莱城区、钢城区、莱芜
一中、泰钢工业园、莱芜市实验中
学、凤城高中、经济开发区、莱钢
高中、莱芜四中、莱芜五中、高新
区、雪野旅游区获莱芜市第十届
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莱芜
市实验中学获莱芜市第十届运动
会“贡献奖”；有8人次打破5项市
纪录。

（记者 陈静）

市运会闭幕

九九重阳节

爱心帮扶在行动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徐莹 )持续一周的秋高气爽好天
气即将跟莱芜市民说再见，1 4
日，入秋以来的最强冷空气来
袭，伴随着大风和小雨天气，气
温将出现10℃的大跳水。

受强冷空气影响，1 4 日白
天，莱芜市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并伴有小雨；同时气温将如过山
车般下降，降温幅度在 1 0 ℃以

上，预计1 6 ～1 7 日早晨最低气
温市区可达3℃左右，山区局地
可达1℃左右，并伴有霜冻，这种
大幅度的降温将让莱芜市民体
会到一日之内入冬的感受。本周
后期 , 经过降温洗礼后 , 气温会
略有回升 ,但是升温幅度不大，
预计19日的最高温度能重回到
20℃，但是寒冷仍将是本周天气
的主打。

继13日发布入秋以来首个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后，莱芜市
气象台于14日16时继续发布寒
潮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政府及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寒潮
准 备 工 作 ；加 固 设 施 农 业 、棚
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停止高空
户外危险作业；对热带作物、水
产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相
关水域水上作业采取积极的应

对措施，提醒市民注意添衣保
暖。

此次强冷空气来袭的具体
预报 : 1 4日夜间到15日，阴局
部有阵雨转晴，北风4～5级减弱
到3～4级，气温7～14℃。15日
夜间到16日白天，晴到少云，北
风3级，气温3～1 7℃，有霜冻。
1 6 日夜间到1 7 日白天，晴间多
云，南风2～3级，气温5～18℃。

入入秋秋最最强强冷冷空空气气来来袭袭
16日有霜冻最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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