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鹃

C17乐活2014年9月4日 星期四 编辑：武俊 美编：牛长婧 组版：颜莉今 日 济 南 <<<<

最早中秋临近

水果销量增两成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王
皇 通讯员 贺盈 实习生
赵万林） 中秋临近，省城水果
批发市场进入了旺销季，但与
去年相比，果价有跌。

据堤口果品批发市场工作
人员介绍，果市整体交易量从8

月23日开始明显上涨，8月25日
到8月3 1日的销量是1 2 0 0 0余
吨，同比上涨28 . 70%。

由于今年中秋为38年来最
早的，又正好赶上时令果品旺
季，虽然秋季水果抢鲜上市，上
市初期价格还来不及回落就赶
上中秋佳节，但果市整体价格方
面仍低于去年同期，与上周基本
持平，比去年下降24 . 09%。

目前，国产香蕉在75-85元/

箱，进口香蕉在140元/箱左右。
葡萄、石榴批发价3-12元/公
斤，芒果10-15元/公斤，桃子一
般在5-9元/公斤，黄桃13-20元/

公斤，蜜橘2 . 8-6元/公斤。
精品水果类芒果一盒七八

十元，香梨小箱50元/6KG、大
箱125元/24KG，进口车厘子则
在150元/公斤左右，低于去年
同期价格。

来来这这些些地地方方过过中中秋秋吧吧

本报9月3日讯 10月3日
至7日，中华泰山“齐鲁晚报号”
豪华邮轮将从烟台出发，前往
韩国首尔、济州岛，进行为期5
天4晚的旅程。在这段浪漫的旅
程中，我们特意安排了“邮轮相
亲会”活动，帮助单身男女找到
心仪的另一半。

10月3日下午，在游客登船
之前，相亲会主办方会为每一
位报名参加相亲会的乘客发放
一份单身男女的信息表，其中
男士将拿到参与相亲会的女士
的信息，而女士拿到的则是男
士的信息。在登船后，大家可以
仔细阅读对方的信息，提前寻
觅心仪的对象。当邮轮起航，大
家可以在甲板上尽情放松，同

时与心仪的对象来一次“初相
识”。

4日上午，我们将抵达韩国
仁川，乘坐豪华大巴前往韩国
首尔，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目
标”，不要错过这段一起饱览异
国风情的机会，利用这次“再相
见”去彼此加深接触吧。晚上，
经过一个白天的相处，相信你
对心仪对象的了解已经有了更
深的了解。当夜幕降临，我们的
邮轮将再次驶入大海，在静谧
的海面上，我们将组织大家在
船上的咖啡馆里举行“旋爱八
分钟”体验，利用这个机会你可
以大胆和心爱的TA约会了。

中华泰山“齐鲁晚报号”豪
华邮轮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0
日（报名者需持有护照），现各
舱位继续接受预订。

济南票务代理：生活日报，
咨询电话：0531-85193420。旅
行社代理：银座旅游，咨询电
话：400-816-1111，康辉旅游，
咨询电话：0531-82073000。

到到邮邮轮轮相相亲亲会会上上寻寻找找另另一一半半吧吧

38年来最早的中秋即将到来，对不少市民来说，过中秋的方式似乎只剩下
了吃月饼和走亲访友。事实上，济南市各大景点都没闲着，纷纷奉上中秋大
餐。市民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变着花样过中秋。

为营造最浓过节氛
围，水帘峡风景区在中秋
小长假期间，将特别推出
幸福家庭中秋团圆宴。届
时将邀请300个幸福家庭，
一起来场篝火晚会，共同
度过一个最传统、最纯粹

的中秋佳节。
活动时间自中秋小长

假9月6日起至8日，为期三
天，每天100个家庭。活动期
间，游客一家三口只需支
付388元，即可参加由水帘
峡风景区组织的共度中秋

活动，孩子们可现场DIY手
工月饼；当晚则有集体晚
宴和大型篝火晚会，为游
客奉上异彩纷呈的节目；
景区同时提供四星宾馆双
人标准间1晚住宿，第二天
还有导游带领游览景区。

本报记者 万兵 通讯员 郭玲 郭园园 胡春媛 赵蓓

中秋节期间，千佛山
景区将举办以“欢乐中秋
一家亲”为主题的游园活
动，邀请市民、山友一起登
山赏月，举办小型民俗工
艺展示，让游客度过一个
温馨、快乐的节日。活动期
间，凡添加景区微信的游
客，还可免费游览齐鲁碑
刻文化苑。

9月7日晚7:00，在景区
内小戏台广场开展歌舞表
演、诗歌朗诵、互动游戏、猜
灯谜等一系列活动，届时景
区将邀请“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及山友会成员欢聚
一堂，一起吃月饼、赏月联
欢，共话团圆一家亲。

9月6日至8日9 : 0 0-17 :
0 0，在主上山路两侧手工

艺人现场献技，让游客近
距离欣赏民俗工艺制作
过程。同时还将举办“微
动千佛山，扫扫有惊喜”
活动，游客在入口处扫描
二维码添加景区微信后，
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游览
济南首家碑刻文化主题
公园齐鲁碑刻文化苑的
机会。

山水中秋：水帘峡推出中秋团圆宴

民俗中秋：爬千佛山、看民俗工艺展

喜欢看动物的市民可
以看到大熊猫户外迎宾，在
室内宅了两个多月的两只
大熊猫每天8：30到10:30将到
户外玩耍，与游人互动。新
出生的金钱豹、野驴、金丝
猴萌宝也将于每天的8:30至
17:00和游客见面。

光看不过瘾，想和动
物来个互动也没问题。9月6

日-9月8日上午10:00-11:00，动

物园在熊猫馆、河马馆设置
游客互动区，来园游客可以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为小
动物们制作月饼，并有机会
看到动物吃月饼，共享中秋
快乐。9月6日上午10:00，动物
园铜牛广场还将上演首届
中秋吃月饼大赛。

野生动物世界推出
“玉兔思凡，嫦娥送宝”活
动，中秋小长假期间来动物
世界的游客，现场扫一扫景
区二维码，添加关注，并将

“央视10频道走进科学－走
进野生动物世界”微信转发

于朋友圈，即可获得精美纪
念品一份（数量有限，赠完
为止）。在景区正门口，“嫦
娥仙子”则会为游客（凭当
日门票或电子购票凭证）献
上中秋的礼物和祝福。

9月8日中秋节当天，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还推出
游园优惠活动。在济南野
生动物世界官方网站和合
作网站预订9月8日当天成
人票的游客（提前预订，景
区付款，当天预订无效），
可携带60岁及以上年龄老
人入园，每张成人票最多
可携带两名老人入园（老
人免大门票，不包含园内
自费项目，需携带老年证
或身份证）。

萌宠中秋：和动物一起吃月饼

33日日，，济济南南长长途途汽汽车车总总站站为为
中中秋秋小小长长假假特特别别开开设设了了中中秋秋团团
购购售售票票窗窗口口。。即即日日起起到到1100日日，，凡凡
购购买买55张张以以上上客客票票的的旅旅客客，，都都可可
直直接接在在团团购购窗窗口口优优先先购购票票，，并并
享享受受优优惠惠。。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磊磊
通通讯讯员员 尚尚虹虹 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资资讯讯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孟燕）
2日傍晚开始的降雨，一下子把省城
“打”入了秋天。3日一早，浓浓的寒
意把人冻得够呛，不少市民都穿上
了外套来“御寒”。根据济南市气象
台的预报，“秋意”只维持了一天，从
4日起气温开始回升，中秋小长假最
高温将回升至30℃。

2日傍晚，降雨登场，刚开场时
急雨将不少市民阻在了回家的路
上。3日一出门，不少市民最明显的
感觉就是“凉”，雨水尚没有彻底停
止。白天老天爷似乎和大家开起了
玩笑，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同一片天
这半边是隐约显露出的蓝天和太
阳，那半边则是乌云压城和飘起的
细雨。

根据统计，2日傍晚到夜间、3日
凌晨，市人影办组织历城南部山区、
章丘、长清、平阴和济阳增雨作业点
进行了增雨作业，共发射增雨火箭弹
40枚。但是雨水并不算给力，水文局
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降水量才3 . 4

毫米，市区更少，仅有1 . 8毫米，但是
商河下得大些有7 . 5毫米。

3日白天的最高温仅有24 . 8℃，
成为近期以来的最低点，仿佛一夜
入秋，连地上的落叶都多了不少。不
过，“秋意”可能就维持这一天了，从
4日起气温开始回升，未来几天将升
至30℃左右。

本报9月3日讯（见习记者 范
佳）“新生宝典、兼职平台、二手市
场、公开课提醒、美食推荐……只要
你能想到的，我们都能实现。”山东
大学艺术系大二学生张斌和他的团
队赶在新生报到前，推出了一款全方
位校园服务互动APP为新生“导航”。

“山大搜搜，蔚蓝精灵工作室，
为山大人良心定制。”这是张斌团队
研发的“山大搜搜”校园APP的首页
寄语。张斌说，为了这个软件，他们
筹备了半年，已经测试了6个版本。

“我们希望校内外信息能更加流通，
为同学们省时间、省力气。”

点开软件，“新生攻略”、“校内
公告”、“快叫外卖”、“就业兼职”、

“社团活动”、“二手市场”、“学习资
料共享”、“校园帮帮”等各个实用小
板块呈现眼前。“这个APP不仅能将
校内外各种实用信息汇聚起来，而
且增加讨论区、私信功能和评论功
能，各个板块都向同学们开放，大家
都能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发布在这
里。”张斌说，希望同学们能更好融
入学校，尤其是新生，能通过“山大
搜搜”更快了解山大，找到归属感。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蒋龙龙）
3日，记者从济南热电公司获悉，

上个采暖季报停的济南热电用户，
如果在本采暖季想开通用热，11月
16日零时前缴纳本年度全额采暖
费，会默认为热用户今冬用热。

据济南热电客服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上个采暖季正常用热而本采
暖季想报停的用户，须在2014年10

月15日24时前进行电话预约或至热
电各客服大厅办理，逾期将不予受
理。

针对上个采暖季报停的用户，
如果在本采暖季想开通用热，请于
2014年11月16日零时前缴纳本年度
全额采暖费，济南热电客服系统会
默认为热用户今冬用热；另外，2014

年11月16日零时后用户确定用热
的，需要用户电话开通或到热电各
客服大厅填写变更单，缴纳全额采
暖费后开通用热。

昨天你感觉到

秋意了吗

自制“山大搜搜”

为新生“导航”

报停热电客户

正常缴费就能用暖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杨擎） 9月6日，由本报联
合济阳县民政局、县总工
会、团县委、县妇联主办的
济阳首届大型相亲会将在
六福广场举行，活动为期两
天，相亲现场将设置男士展
示区、女士展示区、表演区、
交流区和现场报名区，并设
立互动环节和爱情呼叫站。
现场还将抽取金项链、茗茶
大礼包等大奖。

自8月18日济阳首届大型
相亲会报名启动以来，近300
名市民参与到活动当中，认真
填写相亲会报名表，都希望自
己在本届相亲会上能够顺利

“脱单”。
6日上午9点，相亲会将

在六福广场与大家见面，届
时，报名者的个人信息、择
偶标准等将以喷绘的方式
公布在现场。如果你想第一
时间找到适合自己的TA，
就到现场认真阅读TA的资

料吧！
相亲会当天，我们还准备

了精彩的节目和小游戏。“如
果在现场你想对意中人表达
爱意，可走上舞台，大胆说出
爱。”工作人员说。

为了给更多的单身男
女提供相亲的机会，现场报
名区也接受市民现场报名，
市民现场报名时需携带身
份证及复印件、纸质照片
等，以便工作人员审核报名
者信息。

从现在起一直到相亲
会结束，扫描本报官方微信
二维码，关注“齐鲁晚报今
日济阳”官方微信，还将有
机会获得千足金片等大奖。

周周六六来来济济阳阳寻寻找找缘缘分分

中秋你早

相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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