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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樊
舒瑜 通讯员 齐海荣) 5月
31日，由齐鲁晚报与山东协和
学院主办的“助考生一‘笔’之
力”活动再度起航。今天起，淄
博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可以就
近领取放心笔了。

据悉，本次在淄博共发放
9000套高考放心笔，考生凭身
份证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文具
袋，内有2B铅笔、小刀、橡皮及
考生手册。今年是“助考生一

‘笔’之力”活动的第十二年，自
2006年开始，山东200万高考生
因此受惠。自2B铅笔成为高考
必备文具以来，每年高考前夕，
工商部门都会查获一批假2B
铅笔，省内众多学生家长致电

本报，担心孩子高考会毁在一
支铅笔上。

“一支小小的2B铅笔，价
格并不高，但事关重大。”山
东协和学院院长盛振文说，
假如考生用了假2B铅笔，影
响了成绩，将会改变考生的
命运，给整个家庭留下难以
弥补的遗憾。

为保证所有的2B铅笔都
能及时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
每年到铅笔发放的时候，山东
协和学院的200多名学生志愿
者、100多名老师，都会走进全
省各地学校、各个考点，将放心
笔送到高考考生手中。小小铅
笔，带来一份踏实！

除了2B铅笔、小刀、橡皮

以外，2011年开始，考生服务手
册添加到爱心礼包中，汇集各
科备考建议、考前生活注意事
项、餐饮指南等，成了考生的

“高考宝典”。
一位考生妈妈对记者说，

你们把服务做到了考生心里，
铅笔虽小，爱心无限！“助考生
一‘笔’之力”彰显的是媒体及
学校的社会责任与服务意识。

“助考生一‘笔’之力”活动
正在进行中。考生和家长可以
前往以下地点领取：

1 .齐鲁晚报淄博记者站
3159015 张店人民西路16号2
楼

2 .山东协和学院淄博地区
齐海荣 13698609752

齐鲁晚报联合山东协和学院，连续12年助考生一“笔”之力

九九千千套套高高考考放放心心笔笔今今起起免免费费发发放放

2017年5月28日在淄博惠骋
红蓝标双品牌旗舰店拉开帷
幕，在大家翘首以盼的目光中，
哈弗H6耀世登场。

四个全新

全面超越合资同级车

全新哈弗H6采用“全新动
力、全新安全、全新设计、全新
技术”为一体的“四新之车”，搭
载“2 . 0 GDIT/1 . 3GDIT缸内直
喷+7 DCT湿式双离合”全新动
力组合，赋予驾驶新意义。

铠甲安全系统

主被动安全一应俱全

全新哈弗H6构建“铠甲安

全系统”，给驾乘人全面安全体
验。车身设计采用独具特色的
安全技术，从“乘员、行人、车辆
3个维度，全方位进行防护。

引领SUV竞争升级———

国民神车剑指全球神车

哈弗H6用“48个月销量冠
军”及“2016年全球SUV单一车
型销量前四”的优异成绩，创造
了车坛奇迹，成为中国汽车市
场骄傲。突出的市场表现，让哈
弗H6激活了SUV乃至整个乘
用车市场，带领中国自主品牌
在SUV领域实现大翻身。

公司地址：张店区山泉路
86号(四院斜对面)

再树标杆 11 .88-14 .68万全新哈弗H6

上市品鉴会圆满落幕

2017年5月29日，被誉为“大
湾区城市新鲜主场”的佛山新
昌奥特莱斯，在佛山市三水区
芦苞镇盛大开业。国内著名演
员李冰冰小姐携世界超级网
红“加菲猫”以及百多位时尚
达人轮番助力，随着十位嘉宾
手触LED巨屏，十架“新昌奥
莱号”飞机威武腾飞，佛山新
昌奥特莱斯广场盛大启动。一
场无与伦比的“欢乐颂”在这
里盛大首映，也宣示了大湾区

城市新鲜品质生活方式的全新
开启。

佛山新昌奥特莱斯建筑面
积逾15 . 5万平米，包含“奥莱零
售、餐饮美食、休闲娱乐、儿童
乐园、婚纱摄影、萌宠天地、冰
雪世界、咖啡书吧”等八大业
态。此外，新昌广场还启用超大
面积，打造加菲奇趣互动乐园，
多区域组合开放，过百只造型
各异、形态万千的加菲猫与游
客共度美好时光！

佛佛山山新新昌昌奥奥特特莱莱斯斯盛盛大大开开业业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巩
悦悦) 5月31日，记者从山东
省食药监局官网获悉，2017年
一季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
安排，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食品流通环节对鲜蛋、蔬菜、
豆类等3大类共60批次的食用
农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检，检出
不合格产品2批次。

记者梳理获悉，不合格产
品所涉及的企业(供货商)、产
品和不合格指标为：淄博市临
淄区齐园农贸市场经营业户司
书英出售的鲜鸡蛋，氟苯尼考
项目不合格；淄博家家悦超市
有限公司出售的鲜鸡蛋，氟苯
尼考项目不合格。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抽样场所所在地市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
定，已责令企业及时采取下
架、召回等相关措施。标称省
外生产的不合格产品信息已
通报相关省级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山东省食药监局特别提示
消费者，在购买到或在市场上
发现公告所涉不合格产品时，
请拨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投
诉或举报。

山东省食药监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

鲜鲜鸡鸡蛋蛋含含兽兽药药，，淄淄博博两两超超市市““上上黑黑榜榜””

日前，铝城一中邀请市教
研室语文教研员陈鲁峰老师
做了高考作文备考专题讲座。
针对高三学生作文中存在的
问题与困惑，陈老师从审题立
意、选材用材等多方面有的放
矢地进行了指导。（王衍芳）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举办高考作文专题讲座

近日，桓台县新城镇昝家
小学在镇举办的第二届渔洋文
化节上舞蹈、朗诵、演唱均获一
等奖。 (刘峰章 李保国)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
园紧扣“游戏—点亮快乐童年”
主题在儿童节之际，举行了亲子
庆“六一”系列活动。（亓永玲）

端午节来临之际，沂源县燕
崖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浓浓粽香

浓浓情”包粽子特色活动。师
生共同感受端午文化。 (李彩)

日前，沂源三中对初四学
生进行考前的心理辅导。心理
教师通过鲜活的实例剖析了对
中考的正确认识。（江秀德）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教体
办联合镇派出所举办了“防电
信网络诈骗”教育培训活动，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齐元涛)

六一前夕，康平小学组织
部分有书画爱好的学生到齐鲁
二化康平社区工作站，和爷爷
奶奶们一起开展了“共建美好
家园，老少同乐迎六一”书画笔
会活动。一起聚集在书画室挥
毫泼墨。 (赵洪吉)

临淄区康平小学：

老少同乐迎六一

日前，马尚一中举行了小
中考复习专题会。史地生老师
分析了三模考试的情况，老师
们共同商议了下一步的工作
重点和安排。最后，谢主任分
析了目前形势，提出了下一阶
段的工作要求。 （孙梦君）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小中考复习专题会

张店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端午节”系列活动

为弘扬传统文化，深入挖
掘端午节的内涵，近日，张店
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 端午节”系
列活动。让学生们体验了端午
节在传统节日中所蕴涵的深
刻意义。 (赵娣)

近日，果里镇侯庄中学深
入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积
极创新传统节日形式，组织和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
活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
热情。 （吴海镇）

桓台县侯庄中学：

喜迎端午，弘扬美德

临淄区皇城一中：

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

为促进青年教师的业务发
展，日前，皇城一中举行了青年
教师座谈会。该校充分发挥校
干及学校业务骨干的服务宗
旨，结合读书富脑工程、“青蓝
工程”等积极为青年教师的业
务成长创造条件。 (李波)

为强化校园安全，提高师
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日前，房
镇中心小学举行火灾应急疏
散演练。整个过程紧张有序，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部分学生
和老师还分别实际操作了用
干粉灭火器灭火。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举行应急疏散演练

沂源县西里镇成教中心：

举办果园夏季管理培训

为帮助果农生产出高档
优质苹果，促进农民增收，日
前，西里成教中心积极进行果
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从花期
管理、适时疏果、及时用药、科
学套袋、用好肥水等方面进行
讲解培训。(宋丙国 王财富)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建设“家庭文化书屋”

日前，皇城二中小学部开
展“家庭文化书屋”建设。建议
家长建好书屋。配备书橱、写
字台、台灯；配好书。定期配置
适合阅读的报刊、书籍。保证
孩子每天60分钟的阅读时间。

(边廷玉)

沂源县西台小学：

开展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南麻街道西台小学把文
明礼仪养成教育作为学生德
育工作的重点，日前，开展了
系列文明礼仪教育活动。以活
动为载体，介绍文明礼仪行为
规范，促使学生把文明行为内
化为优良品质。 (吴本纯)

张店六中：

师德警钟时时敲

《师德承诺》是张店六中
为加强师德建设而采取的措
施之一。临近期末，学校再次
向全体教师敲响警钟——— 每
位教师都要时刻守住师德底
线，把师德承诺“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知行合一”。(黄友珍)

临淄区朱台中学：

展国粹，弘扬太极文化

为弘扬博大精深的太极
文化，近日，朱台中学进行了
初二初三共五百人的太极拳
集体表演展示活动。据悉，该
校注重“阳光教育”，从2008年
开始将太极拳文化融入学校
的特色教育中。 (张萌)

高青县木李镇中心小学：

打造孩子健康成长乐园

为了提高乡村孩子的文
化、艺术素养，木李镇中心小
学努力打造农村孩子健康成
长的乐园乡村少年宫。先后开
设了二胡、葫芦丝、舞蹈、电子
琴、剪纸、国画、书法、科技创
新等项目。 (孙军)

渔洋文化节展风采 精彩六一、快乐童年 浓浓粽香 浓浓情 心理减压 轻松迎考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临淄区敬仲镇中学：

校园篮球开赛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素
质教育，近日，敬仲镇中学校
园篮球赛正式拉开序幕。本次
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包括初
一、初二两个年级12个班共24
支球队参赛。 (曹茂光)

日前，起凤中学开展了
“我读书，我快乐”关爱关心特
殊儿童赠书献爱心活动。校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10名学
生，将勤工俭学的一本本新书
赠送给在校的23名特殊儿童，
奉献爱心。 (张陆军)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关心特殊儿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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