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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不想穿的旧衣
服，请把它们捐给贫困山区的
人们，有您的一件旧衣服或一
双旧手套，他们这个冬天可能
就不冷了！”近日，“爱传万家
暖冬季向贫困山区捐献旧
衣物”的义捐活动在齐鲁晚报
读者生活馆内温馨开展，诸多
齐鲁晚报的读者纷纷赶到生
活馆，送来御寒的衣物和一些
过冬用品，用自己的爱心汇聚
成一股暖流，温暖着山区里的
贫困家庭。

活动期间，生活馆内聚集
了赶来的爱心读者。家住生活

馆附近的孙阿姨告诉我们，
“自从知道这个捐赠活动后，
我早就将家中闲置的衣服，围
巾、手套，鞋子等御寒生活用
品进行了清洗，就等着今天带
过来捐赠。”

在活动现场，刚捐完旧衣
的方叔叔告诉我们，他从朋友
那儿得知今天的活动后，特意
起了个大早和老伴一起送来了
家中闲置的旧衣物。“现在大家
衣服买得多了，有些尺寸或者
颜色买得不是那么合适的都搁
在那里，都还蛮新的，扔了多可
惜，想捐也不知道捐哪里，现在

集中捐赠就方便多了！”
活动期间，来捐赠的读者

络绎不绝，生活馆收到了非常
多的御寒用品。“衣旧情深”，
爱心读者与生活馆的员工合
影留念，记录定格下这一感动
瞬间，关爱之心绵延不绝，捐
赠是真诚的，关爱是无价的。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希
望通过此次义捐活动，引起人
们对贫困地区的关注，从而带
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爱心
行列中来，献出自己的一份
爱，传播更多正能量，把爱心
接力棒传递下去。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招聘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面向济南各大院校应届生提供就

业岗位，如果你是应届生，还没找到工作，可以来电咨询，具
体招聘信息如下:

生活馆主任

底薪6000+奖金
要求：
1、积极上进 有团队意识
2、有责任心 诚信者
3、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生活馆主管

底薪5000+奖金
要求：
1、积极上进 有团队意识

2、踏实肯干 有责任心
3、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媒体文员

底薪3000+奖金
要求：
1、性格开朗 善于沟通
2、勤奋自信 品行好
3、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
联系电话：

0531—87500199
1 5 0 0 6 6 8 6 8 5 1

爱爱传传万万家家 暖暖冬冬义义捐捐
读者生活馆向困难家庭捐赠御寒衣物

为让读者切实感受到齐鲁
晚报读者生活馆大家庭般的温
暖，10月25日，晚报读者生活馆
邀请众多中老年读者来到生活
馆，大家一起和面、剁馅、擀皮
儿，展开了一场温馨的“包饺子
大赛”……大家乐不可支地忙
活着，现场其乐融融，欢声笑语
在生活馆里回荡……

“平日里都是我一个人在
家包，今天这么多老读者聚在
一起拉家常，包饺子，你别说，
真有过年时一家人在一起张罗
年夜饭的感觉呢！”济南馆的读
者王阿姨边包边说，脸上露出
幸福的笑容。很快，一个个外形
饱满、卖相十足的饺子就全部
包好了，就等着下锅了。

等待饺子上桌的时间，能
歌善舞的叔叔阿姨们也没有
闲着，纷纷上台留下了动听的
歌声，动人的舞姿。“饺子来
咯！”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出
锅，现场气氛达到高潮。“阿
姨，我来给您多盛几个。”“叔
叔，饺子刚出锅，您一定要吹
吹再吃，别烫到舌头了。”……
一个暖心的举动、一句贴心的
问候，让读者们既开心又感
动，纷纷表示：“好久没这么热
闹过了。”

晚报读者生活馆举办“趣
味饺子宴”活动，是希望读者朋
友们在生活馆里感受到和家里
一样的快乐、温暖。后期，生活
馆将继续开展各项惠民活动，

为广大读者朋友们搭建一个快
乐的情感交流平台。吃着热乎
乎的饺子，读者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他们希望生活馆以
后多多举办互动活动，相互交
流，增加友谊！

晚报读者生活馆为老年
朋友们做这场家庭宴，温暖他
们心窝的不是饺子，也不是茶
水糕点，而是读者生活馆对他
们的尊重与关爱。如今，多数
老年朋友在物质生活上并不
存在太大的问题，可是他们并
不快乐，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老
年人常常面对空荡荡的房子
而心中充满孤独和寂寞，他们
更需要的是人文关爱，更需要
的是精神慰藉。

老老少少齐齐动动手手 喜喜乐乐包包饺饺子子
读者生活馆邀请老年读者到馆一起喜乐家宴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
(记者 陈玮)“大家好，我叫
孙素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
一道菜：土豆炖肉，这道菜
很香，颜色也好，家人们都
愿意吃。”近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果然视频推出“老
爸老妈的拿手菜”栏目，邀
请中老年朋友，自荐“拿手
菜”，并将做菜过程拍成视
频发送给我们。在展示自我
的同时，又可以给想学做家
常菜的读者们，提供了接地
气的教学视频。

孙素兰是第一个报名
的老人。在视频中，孙素兰
在自己家的厨房，简要介绍
了“拿手菜”的名称，然后从
准备食材、倒油葱姜蒜爆
香、翻炒、加入调料，到最后
装盘，每一个环节都用视频
记录下来。最后，孙素兰将
一盘香喷喷冒着热气的“土
豆炖肉“端上了桌，103岁的
婆婆和老伴围坐在桌上，三
人聊着家常，开始了他们的
午饭。

孙素兰的“拿手菜”视
频经过剪辑制作之后发出，
立刻受到了不少老年人的
关注。当天就有七个老年人
联系本报记者，要求展示自
己的“拿手菜”。家住市中区
二七新村的居民崔桂英今
年77岁了，看到这个孙素兰
的视频，一下子来了兴趣，
一口气拍摄了两道“拿手
菜”。“在家里我就经常琢磨
着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原来

只能给家里人看，现在还能
有机会展示了，真是高兴。”
而不少读者看到老人们的

“拿手菜”后也纷纷留言赞
叹。壹粉“倚风赏雪”留言
说：“妈妈做的菜，不仅有家
的味道，更是舌尖上的爱。”

确实，“拿手菜”不仅是
一道菜，对于远离家乡的孩
子来说，它是父母的爱与牵
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
意味着和谐和安宁；而对做
菜者来说，它是自己的一种
责任。填饱的是肚子，留下
的是温暖。所以每个家庭都

有一个拿手菜，每个拿手菜
背后都讲述着这个家庭的
故事。

如果你喜欢做菜，或者
读者想把父母的“拿手菜”给
我们分享，可以给我们打电
话报名，我们将为您拍摄，制
作剪辑之后，向更多的人，传
递出去。如果有拍好的视频，
也可以直接投稿。

报名电话：8 5 1 9 3 7 4 9
85193078 13153005988

如果您有拍好的作品，
可 发 送 至 邮 箱 q l y d s p @
163 .com

本报记者 侯海燕
见习记者 王坤

10月26日，在省老龄办的带领
下，记者来到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
道花园社区，刚走进这个社区的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就听见一阵阵欢
快的歌声，原来这是老人们在“季
玲音乐吧”里一起唱着歌。

除了音乐吧，中心还有“四缘
党支部”“律师会客厅”“静华调解
室”“桂兰聊天室”“阳光大姐心理
咨询室”“来胜书画苑”“海军帮忙
队”，组合成了八仙团队。“我就在
前边的居民楼住，每天下午都过
来，跟老伙伴们一起聊天、画画，特
别开心。退休10年了，自从有了这
个‘来胜书画院’，我们几个喜欢画
画写字的，就经常来这里互相学习
交流创作。”70岁的叶新茂老人告
诉记者，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还定期组织各种文体活动，他与邻
居们都积极报名参加。

老人们能享受到这些服务，离
不开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刘欣的努力。她是这个社区老
人服务的带头人，2002年她到花园
社区担任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之初，就组织成立了近100人的
老年志愿者队伍，建立了从上到下
全覆盖的老年人服务网络。2012
年，在她的参与下，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建成，为老人们解困。

刘欣在社区为老人做得事远
不止这些。从2005年至2010年，她照
顾85岁鳏寡老人李正振并为她办
理了低保。2011年,她又多方协调，
将老人送进了市社会福利院安度
晚年。她还发动社区居民为家有植
物人儿子的房秀英、家有患精神病
儿子的马玉珍老人捐款3万余元 ,
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爸爸妈妈的的““拿拿手手菜菜””，，快快来来壹壹点点分分享享吧吧
果然视频“老爸老妈的拿手菜”栏目寻找“舌尖上的爱”

唱唱歌歌、、画画画画、、法法援援…………

““八八仙仙团团队队””给给老老人人解解困困

老人们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写字

本报记者 侯海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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