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4年4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杨璐 组版：赵晴

今日泰山

城中事

泰山东岳庙会昨日在岱庙启动

不不请请明明星星大大腕腕 花花费费降降四四成成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记者 白雪) 2014年初
中学业考试体育与健康
测试工作，将于4月28日
至5月20日进行，今年学
校测试自选任测项目微
调，不再考去年的坐位体
前屈，学生可选择抛实心
球等。

参加此次测试的是
全市2014年初中应届毕
业生。

学校测试项目有 3

项，共50分，身高标准体
重(10分)；肺活量体重指
数(20分)；掷实心球、仰卧
起坐(女)、引体向上(男)任
选一项(20分)。

全市统测项目不变，
2项共50分。男子1000米、
女子800米(30分)；篮球运
球、足球运球、排球垫球
任选一项(20分)。

学校测试和全市统
一测试的时间为4月28日
至5月20日，具体测试时
间由各学校、县市区确

定。
因残疾丧失运动能

力 的 考 生 ( A 类 特 殊 考
生)，可凭残疾人证、县级
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申
请免测。经市教育局批
准后，可免于测试，其体
育与健康学业成绩可记
为满分，但不评定等级。

因突发事故(病、伤)

不能参加测试的考生 (B

类特殊考生 )，可凭县级
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申
请免测有关项目。经县
市区教育局批准后，可
免于测试，其免测项目
得 分 为 该 项 目 满 分 的
60%。体育与健康学业成
绩计算方法和等级确定
办法同正常考生相同。
因生理、突发事故等原
因，未能按时参加全市
统一测试的考生，可参
加一次补测。各县市区
的补测时间自行安排，
但不得影响上报测试数
据。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胡阳 ) 1 4

日，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
到，2013年，全市28所中小
学校在校生的体质监测
抽查结果公布，泰安师范
附属学校、肥城桃都中
学、宁阳四中的及格率分
别位居小学、初中、高中
三个学段的首位。其中，
泰安师范附属学校体质
合格率达到93%左右。

据了解，从 2 0 1 1开
始，每年11月，全市都会
启动对中小学生体质监
测抽测工作，截至目前，
已完成第三次抽测。体质
监测工作严格按照国家

颁布的方法与标准，真实
的反映出泰安市在校学
生的身体状况，学生耐
力、力量、速度等身体素
质都有明显提高。

据市体育局训练科
科长孙丰海介绍，体质
检测除了市直学校 7家
学校外，每个县市区抽
查小学、初中、高中，各
一所学校，对去年也抽
查过的学校，要对照往
年的成绩，如果学生体
质没有改观或者指标下
降的学校，要对主要负
责人进行通报批评或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追究相
应的责任。

学考体育测试项目变动

坐位体前屈改抛实心球

体质检测结果

三所学校分最高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薛
瑞) 4月14日上午，2014泰山东岳庙
会暨海峡两岸民俗文化周、韩国信
众泰山行启会仪式在岱庙天祝殿前
举行，为期一周的泰山东岳庙会正
式开始，市民可以品台湾和韩国美
食、观赏传统戏曲。今年的东岳庙会
崇尚节俭办会，办会费用较去年下
降4成。

14日上午10点左右，泰山东岳庙
会在岱庙启动。启会仪式前，“泰山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牌仪式”在天
祝殿前举行，国台办领导正式向泰
安市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牌
匾。据了解，早在2013年6月，泰安泰
山在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已被
国务院台办新增为“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

“我们11日来到泰安，13日爬了
泰山，泰山很漂亮，历史感也很强。
这次台湾东岳大帝信众、演艺人员
一共来了27个人，我们觉得泰安人
很热情。”一位台湾游客说。

泰安市博物馆馆长柳建新介
绍，今年泰山东岳庙会最大的特色
是节俭办会，庙会主要花费用在氛
围营造、非遗及传统手工艺项目支
出，整体花费为历界庙会最低，较
去年下降4成。“在布置场地时，我
们对往届留下的器材和设施进行
了改造，器材上的费用节约近一
半。启动仪式用的舞台在尺寸上进

行了缩减，费用比往届减少了一万
余元。”

同时，岱庙利用自身优势，引
入优质客户共同举办活动，通过
优势互补节约资金。“今年的演出
费用大大降低，我们以文化交流
的形式邀请台湾、韩国的特色表
演，放弃了出场费高昂的明星大
腕，更多体现了传统地方特色，演
出和接待费用都大幅降低。”柳建
新介绍。

“庙会还有几个亮点，一是地方
特色更加突出，玉文化和香文化都

会有所展示。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也更充分，总共有20多种。”
柳建新说，除了保留庙会中比较好
的传统项目，与台湾、韩国的交流也
会更多，“仅台湾小吃就有30种，摊
位有40个左右。”

付以元今年67岁，家住在粥店
附近，一大早就来了岱庙赶庙会，

“我去年也来看庙会了，感觉今年节
目有点少，不过重在热闹。”据了解，
今年的泰山东岳庙会将从4月14日持
续到4月20日，庙会首日岱庙客流数
共计1 . 3万人。

杂杂物物堆堆起起火火差差点点烧烧着着变变电电箱箱
多亏旁边手机店员工拎来8只灭火器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张
伟 赵兴超) 14日下午，龙潭路与
东岳大街路口南侧路西，一处杂物
堆突然起火，险些烧到紧邻的变电
箱。附近一家手机卖场员工用了八
只灭火器扑灭大火。

1 4日下午1点4 0分左右，龙潭
路和东岳大街路口向南50米路西，
一处变电箱处冒出大火。一目击者
称，火从紧邻变电箱的一堆杂物烧
起。从起火到蔓延只有几分钟。一
手机卖场工作人员看到火势越来
越大，快要烧到变电箱及周边几堆
杂物，赶紧拿来卖场内的灭火器灭
火。

下午2点记者在现场看到，火
已经被扑灭。起火位置一片狼藉，
散落着一些还没完全烧毁的纸箱、
一件烧焦的军大衣和一些杂物碎
屑，8只用光的干粉灭火器摆在一
旁。变电箱一侧已经熏黑，挂在变
电箱铁栅栏上的几根电线和几块
电表盒也部分烧焦。

在起火位置北侧不到一米处，堆
放着几十个塑料座椅。东侧有两名小
贩在回收纸箱等废品，打包好的杂物
直接堆放在变电箱一侧。变电箱南侧
停放有一辆面包车。距离变电箱2米左

右的地方，还有四五处夜市小摊的炊
具、桌椅等杂物，简单用帆布盖起来。

参与救火的顾先生说，当时他
们在店里看见外面起火，就立即赶
去救援，“店里的灭火器全使完了，
还有市民端来水，泼到火苗上，扑灭
明火。”顾先生说，起火不一会，店里
就跳闸了。随后，消防官兵赶到，对
起火位置做扑救处理，确定不会复

燃后离开。
泰安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相关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在变电
箱周边保护范围内，严禁堆放易燃
物或发生危害变电、发电设施的行
为。“变电箱一旦失火，轻则造成大
范围停电，重则引发人身伤亡事故。
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奖励线索提供人朱先生50元)

起火处紧挨着变电箱。（市民供图）

韩国民俗舞团演员在启会仪式上表演传统舞蹈《井祭扇舞》。
本报记者 薛瑞 摄

变电箱另一边堆满杂物。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刘真 ) 1 3

日，在农大上学的小张想
在网上找份兼职赚点钱，
却被人骗走900元钱。

小张今年大一，课余
时间比较多，想找份兼职
做，就在赶集网发布了个
人信息。几天后有用人单
位联系小张。“手机来电
显示是上海的号码，说有
一份比较适合我的兼职，
工作起来较轻松。我问他
是什么工作，他给我一个
QQ号，让我联系他。”小
张说。

小张加上QQ号，QQ

显示的IP地址是北京，小
张没想太多，就跟这位北
京的“老板”取得了联系。

“加上之后他发给我一个

链接，说是做购买点卡刷
销量返现的工作，每次充
值300元，每次返现5%，充
3次，最后会把本金返还
给我。”

小张点开链接，通
过支付宝分 3次将钱打
给了对方。但小张要求
对方返现的时候，对方
却 说 由 于 付 款 时 间 过
长，交易失败，无法给小
张返现，本金也不能退
还，对方称需要再付3次
才能找回自己的本金。
小张这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了，于是拨打110报警
求助，警方正在着手调
查此事。

“打过去的钱是借同
学的，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这么冲动。”小张说。

网上充点卡挣“佣金”

大学生被骗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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