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报报搭搭起起鹊鹊桥桥会会
两两百百多多人人喜喜寻寻缘缘

E07看新泰2015年4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晴今 日 泰 山 <<<<

本报新泰4月27日讯(实习记者
石环) 27日，共青团新泰市委联

合新泰市少工委举办“青春放飞中
国梦”离队建团仪式。新泰市实验中
学7年级学生摘下红领巾，告别了六
年的少先队生活。活动中，72名优秀
同学通过宣誓，光荣地成为了第一
批新团员。

27日下午2点，新泰实验中学操
场上，全校7年级学生佩戴着红领
巾，整齐地站在操场中间。随着雄壮
的团歌声，仪式拉开序幕，仪式分别
举行了党旗、国旗、团旗、队旗的红
色传递。仪式上，全体少先队员认真
地摘下胸前飘扬了六年的红领巾，
将他们永久地珍藏起来，并唱响《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最后一次向队
旗行庄严队礼。

在建团仪式环节，学校老师宣
读新团员名单，7年级首批72名光荣
加入团组织的新团员在主席台上整
齐地站成一排，由老团员为新晋队
员佩戴了团徽。新团员表示会再接
再厉，努力用实际行动为班级做出
贡献，争取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新泰市实验中学校长、党支部
书记陈绪强表示，本次活动意在通
过活动让学生们体会他们已经不再
是儿童，即将转变为青少年，要承担
起青春的责任。经过离队建团仪式，
学生们真正从稚嫩的孩童成为了青
少年，真正体会到责任的重要性。

本报讯 4月25日、26日，由新
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新泰市莲花
山青云山风景区管委会联合举办的

“首届莲花山旅游文化论坛”在莲花
山胜利举行。新泰市政协主席马秀
义、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陈国忠教授等80余位各级领导和
专家教授参加。

据了解，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研
讨莲花山的旅游文化、佛教传播、文
物遗存、文化价值、传说故事，以及
新泰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建筑、
遗址现状，同时进一步挖掘莲花山
历史文化，对新泰乡村记忆与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探讨交
流。

在连续两天的时间里，来自湖
北和我省各地的80余位专家。教授
等，在对莲花山进行实地考察的基
础上，分为“莲花山佛教文化与旅
游”、“文物史迹、乡村记忆与旅游”、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影视、
新媒体与旅游文化”四个板块对莲
花山旅游文化的相关课题进行了探
讨，进行了成功的理论探讨，并提出
了诸多建议，为莲花山旅游层次的
提升将起到重要作用。

该次论坛还决定，今后莲花山
旅游文化论坛将形成常态，定期举
行，以推动莲花山和新泰全市的旅
游不断创出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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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实习记者 石
环 巩克通 ) 25日、

26日，本报联合卡地亚那
联合主办的“三月三”大型

公益相亲会，在清音公园成功
举行第二场。两天时间共吸引
五百多名单身男女参加，仅现
场报名人数就达到200多人。

2 6日上午，本报公益相
亲会，来自新泰不同行业的单
身男女齐聚现场，现场气氛越

聚 越 高 。活 动 现 场 ，一 根 红
绳，牵动了所有在场美女帅哥
的心。参加活动的单身男女穿
梭在信息表前，不时地记录着
上面的信息。在才艺展示环节
中，不少单身男女要求上台展
示自己的才艺，2 5岁的刘女
士上台演唱了一首杨丞琳的

《带我走》引来台下无数的掌
声，之后有不少单身的男士过
来与刘女士交流，并互相留下
了对方的联系方式。2 3岁的
姑娘小赵看上了一位24岁的
小伙，不好意思直接去交谈，
经过工作人员的介绍两人才

羞羞答答地说了几句话。通过
“八分钟约会”的活动环节，
两人相互都有意向在一起交
流了近一小时。后来小赵告诉
我们，当天小伙请她去吃了午
饭，下午的时候还一起看了场
电影。“希望他就是我的有缘
人吧。”小赵说。

尹女士在新泰某单位上
班，这次和她一起来的是同单
位的8位单身女职员，尹女士
说，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同
事，趁着周末休班的空，就约
着一块过来了。“我们单位单
身女青年比较多，听说齐鲁晚

报搞了一个相亲会，我就在单
位宣传了一下，没想到一下来
了8个。”尹女士说。转了一圈
以后，尹女士和她的同事们都
用手机拍了不少的信息，打算
回去跟对方联系联系。“有的
条件符合我的要求，我的条件
也跟对方的要求差不多，就是
上面没有照片，不知道见了本
人以后能不能谈得来。关键是
两个人要有缘分，只能相互看
着顺眼，其他的方面都是可以
慢慢改变的。”尹女士的同事
说。

72名中学生
加入共青团

莲花山举办
旅游文化论坛上上台台连连唱唱三三首首歌歌

呼呼唤唤台台下下有有缘缘人人
本报新泰4月27日讯(实

习记者 巩克通 ) 为了参
加相亲会，46岁的王先生连
着两天都是第一个赶到现
场，上台连着唱了三首歌展
示自身的才艺。他表示，自己
不是来“打酱油”的，是来找
对象的。

市民王先生今年46岁，
从事废品回收与古董交易的
工作，有一栋200多平米的房
子。“自从妻子去世以后，就
是我一个人带孩子，现在儿
子已经19岁了，经常给我做

思想工作，希望我找个伴
儿。”王先生说。“我不是来

‘打酱油’的，是来找对象
的。”王先生说，两天时间让
他记录了不少适合自己的信
息。“白天在活动现场寻找适
合自己的信息，能见上面的
就见见面，不能见面的晚上
回家打电话询问一下。25日
下午有一位看上眼的女士，
我过去要了联系方式，回家
就给她打过电话去了，没想
到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

在两天内的活动时
间 中 有 小 游 戏

和活动环节时，王先生都积
极踊跃报名参加。26日上午
的才艺展示环节时，王先生
上台连着唱了三首自己拿手
的歌曲，将现场气氛一下带
到了高潮。

“我希望有缘人只要能
对孩子好就行，年龄越来越
大，总想给自己找个
伴。”王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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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内容

1 .记述在新泰市中医院发
生的医患之间的真情故事，勾勒
心目中优秀医生、护士形象，着
力展现医护工作者心系患者、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美好品德以
及为人民健康所付出的努力。

2 .叙述新泰市中医院发展
成就，体味医院的今昔变迁；在
服务患者方面的切身感受；记录
老职工或者先进人物的感人事
迹等。

3 .对新泰市中医院的所思
所感所闻，医务人员之间、医患
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参加对象

征文与摄影活动年龄不限、
性别不限、范围不限、实行面向
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征稿时间

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8
月30日

征稿评选

由新泰市中医院和相关媒
体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奖若干名，对获奖者给
予奖励，并颁发证书。评选结果

将在新泰市中医院网站及《齐鲁
晚报》、《泰山晚报》、《今日新泰》
等合作媒体公布，获奖作品将汇
编成集。

相关要求

1 .应征作品要真实、生动、
感人，摄影作品要有标题和文字
说明。在初评的基础上，征文活
动办公室将从应征稿件中选出
部分优秀作品在新泰市中医院
网站、院报等媒介陆续刊登。

2 .文字作品体裁、形式不
限，字数一般要求在3000字以
内；摄影作品要求JPG格式，分辨
率 为 3 0 0 像 素 以 上 或 不 小 于

2MB；文字、图片内容必须是原
创，文责自负。

3 .征稿以信件或电子邮件
的形式报送均可，务请注明作者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或职业、通
讯地址、联系方式(手机号)、电
子邮箱。征文发表时署名可由作
者自定。

邮寄地址：新泰市中医院
请在信封注明“征文”字样
邮编：271200
电 子 邮 箱 ：x t s z y y d b @

163 .com 请在邮件主题注明
“征文”字样

联系人：展光保 刘维娜
咨询电话：0538-7253530

““医医患患情情 医医者者心心 医医院院事事””
新泰市中医院征文与摄影大赛

如果您曾是一名患者或患者家属，接受过新泰市中医院的
服务；如果您是一名中医院人，曾因工作与素不相识的患者建立
真挚的感情；如果您是一位有心人，耳闻目睹亲历过新泰市中医
院发展历程中的感人时刻。您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展示出来，
体现医患之间的真情故事，追忆医院的今昔变迁。新泰市中医院
现面向社会开展“医患情 医者心 医院事”征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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