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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爱好者快报名参赛吧
男子中年组蛙泳自由泳已报满，其他组别报名时间截至15日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王光营 ) 本周末，省城

首届业余游泳比赛将正式
开赛，目前已经有100多位
市民报名参加。不少参赛市
民都有多年的游泳经验，对
他们来讲，游泳不仅是一种
运动 ，还是结识朋友的平
台，享受生活的过程。

“本来没想参加比赛，
但家人都鼓励我，重在参与
嘛。”11日，由本报“张刚大
篷车”和济南全民健身中心
联合举办的省城首届业余
游泳比赛报名进入了高潮，
100多位市民报名参加各
个组别的比赛。今年58岁
的市民贾桂芳告诉记者，她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游泳，所
有的技术都是自己摸索学
习的，但工作后就把游泳放
下了，临退休前才重新开始
练习，到目前已经坚持了六
七年了。

“在游泳的同时，也能
和朋友拉拉家常，这其实就
是享受生活的过程。”贾桂
芳说，她在健身中心、省体
等都游过泳，后来又到了泉
水浴场，现在还练习冬泳，
对增强体质、改善高血压效
果非常好。

“我现在一天不游泳都
觉得难受。”对此，具有20多
年游泳经验的郑一龙告诉
记者，他不仅喜欢游泳，还
经常参加一些比赛，这也是
对自己游泳技术的检验。这
次比赛他报名参加了50米
蛙泳，而在前段时间的一次
业余比赛中，他50米蛙泳只
用了40秒，但对这次参赛
他认为重在参与，名次倒在
其次。

谈起对游泳的热爱，郑
一龙表示这还得归功于几
十年前的一次亲身体验。在
上中学一年级时，体育老师
经常带着他和几个同学到
金牛公园对面的工人文化
宫去护池，对游泳者进行救
护。有一次，一个孩子不小
心掉进了池子里，在听到呼
救后，体育老师一个鱼跃跳
进水中，将孩子托起来，在
学生的帮助下进行了人工
呼吸救助。

“这次事件对我的印象
非常深，以后就喜欢上了
游泳。”郑先生表示，自从
这次事件后 ，他就更喜欢
上了游泳 ，不仅能强身健
体 ，还能在危急时刻给别
人以救助。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王光营) 周末，由本报

“张刚大篷车”与济南全民
健身中心联合举办的业余
游泳比赛将正式开战。据
悉，本次比赛也将给部分业
余裁判提供一个舞台，进行
现场裁判执法，凡持有相关
证件者均可报名过一把当
裁判的瘾。

“这次参加比赛的都是
喜欢游泳的市民，业余裁判
也可报名当一次真正的裁
判员。”据了解，作为省城首

届业余游泳比赛，参加比赛
的都是喜好游泳的市民。本
次比赛还将为业余裁判提
供一个实战的平台，凡持有
游泳裁判相关资格证书的
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本次比赛共有两次预
赛和决赛，在赛场上，业余
裁判不仅可以亲临游泳赛
场的第一线，同时还可以在
专业裁判和裁判长的指导
下学习赛场执法技巧，增强
实战经验，将是一次难得的
体验。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孟敏 实习生 袁连磊
通讯员 董广坤 宋鑫)

在2012年新年即将来临
之际，济南慈善总会首次举
行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书画
拍卖会，共有2100余幅书画

作品进行拍卖。11日共筹得
善款92 . 07万元，将用于开
展“人人献爱心，帮助特困
家庭过好年”活动。

11日上午9时整，拍卖会
正式拉开帷幕，济南慈善超市
大厅人头攒动，约200平米的

拍卖大厅里来了百余位参加
拍卖的爱心人士，整个大厅里
座无虚席。拍卖会以书法名家
舒同的一幅书法作品为首件
拍卖品，经过二十余次的竞
价，该作品最终以14.9万元的
成交价竞拍成功。

据统计，通过一天的拍
卖，共有266幅作品被40余
位爱心人士拍走，拍卖总额
为92 . 07万元。其中，拍卖
数额最高的为舒同的一幅
书法对联，起拍价为10万
元，最终成交价为32万元。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王光营) 为了迎接新年

的到来，本报“张刚大篷车”
与共建单位济南全民健身
中心联合举办首届业余游
泳比赛。记者11日了解到，
中年组男子50米蛙泳和100
米自由泳已经报满。其他组
别报名时间截止到15日，想
参加的市民最好抓紧时间
报名。

“平时自己也挺喜欢游
泳的，正好有这个机会可以
交流一下游泳技巧。”11日
正是周末，不少市民来到济
南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报
名参加首届业余游泳比赛。
市民郑先生表示，他一直都
比较喜欢游泳运动，得知有
游泳比赛后就报了名，既可
以印证一下自己的游泳技
术，还能和其他游泳爱好者

交流一下，结识一些新朋
友。

据济南全民健身中心
游泳馆工作人员介绍，随着
这几天天气变得晴朗，前来
游泳的市民明显增多，报名
参加游泳比赛的也比较多。
截止到12月11日，中年组男
子50米蛙泳和100米自由泳
已经报满，其他组别和女子
组还有部分名额，市民还可
以继续前来报名。

本次业余游泳比赛报
名截止到12月15日，共分男
女青年组、中年组，50米蛙
泳、50米仰泳、100米自由泳
三个类别和部分游泳娱乐

项目。凡年满18岁至59岁、
身体健康的市民可持济南
市户口、身份证和2张一寸
照片免费报名，并签订比赛
安全承诺书。

报名完成后，参赛者将
于12月17日、24日举行预
赛，取得前8名的选手可参
加1月1日举行的决赛。本次
游泳比赛决赛冠军将获得
中心游泳馆年卡一张、游泳
套装一套，决赛亚军获得中
心游泳次卡一张、游泳套装
一套，其余参赛人员也都将
获得相应的奖品。具体情况
市民可前往全民健身中心
或拨打电话68606885咨询。

每年可处理

枝条2 . 7万方

“别说是树枝，就是直
径十几厘米的枝干也不在
话下。”11日，在济南百合园
林集团园林绿化废弃物处
理站，几名工作人员将冬季
树木修剪剩余的枝条填进
一台大型粉碎机内，在一阵
轰鸣之后，一堆树枝就变成
了直径3厘米左右的碎片。

据济南市园林科学研
究所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城
市园林绿化面积的扩大，绿
化养护过程中产生的剪枝、
草坪草、枯枝落叶等园林绿
化废弃物也逐年增加，传统
的填埋、焚烧等不仅占用土
地，还污染环境。

为此，济南市园林局开

展了园林绿化废弃物生态
处理及循环利用项目，将植
物枝条、草屑等园林绿化废
弃物变为肥料，再用到绿地
中，这在山东省内还是首
家。

据悉，经粉碎后的材料
体积是原材料体积的1/15，
可以节约废弃物的运输成
本，每年可处理枝条27000
立方米，而生产的堆肥产品
也将达到2000立方米。

园林垃圾堆肥

可改善土壤

“由于城市土壤的原
因，不少园林绿化植物处于
既没有死，也没有活的状
态。”据济南市园林局副局
长吕剑平介绍，济南市有
6 . 5万亩山林，再加上大量

的公共绿地，每年的园林废
弃物数量非常可观。另外，
城市绿地含碱量高，不利于
树木的生长，废弃物的增加
和土壤肥力下降给园林绿
地的长期维护带来了难题。

“如果使用园林垃圾制
成的肥料，不仅能改善土
质，还能增强植物的抗旱、
保温性能。”据悉，该处理站
利用园林垃圾生产的堆肥，
可用作绿地覆盖物、生物有
机肥、植物营养栽培基质、
土壤改良剂等。这些堆肥可
以提升绿地的土壤肥力、增
强抗旱保水能力，为植物越
冬进行保温，并降低养护成
本、减少污染。

未来园林绿地

将成彩色的

“目前主要回收树木枝
条，落叶暂时还无法处理。”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现
有的设备，原材料收集以树
木的枝条为主，即使枝干的
直径在二三十厘米，也能正
常进行粉碎。但由于棕榈科
植物、龙舌兰科丝兰属植物
等不易粉碎，就不适合作堆
肥材料。另外，所收集的废
弃物还不能被重金属、油污
等污染。

记者了解到，常见的绿
色垃圾经过处理不仅能成
为肥料，在进行染色加工后
还能做成各种色彩，就像
道路上铺设的彩色沥青
一样，将这些染色堆肥铺
设到绿地后可以做成五
颜六色的拼图，即使在冬
季也能将绿地变得多姿
多彩。

格头条链接

已有百余市民报名

市民可报名当裁判

山东首家园林垃圾处理站试用

吃进去的是树枝草屑
吐出来的是有机肥料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对于城市生活垃圾

来说，一般都进行填埋处

理，那么，园林工人修剪

的草屑、树枝等绿色垃圾

该怎么处理呢？记者从济

南市园林部门了解到，省

内首家园林废弃物生态

处理站正式投入使用，通

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枝

条等园林绿化废弃物进

行粉碎发酵处理，绿色的

垃圾就能变废为宝，成为

花草的养料。

济南慈善总会首次拍卖2100余幅书画

首日成交92 . 07万元，助贫困家庭过年

两名工作人员正在
粉碎枝条等园林绿化废弃
物。 王光营 摄

10日上午，由山师附小一年级四班的全体同学家长及
班主任老师共同参与、策划、组织的文艺汇演，在山师音乐
学院排练厅上演。整个活动汇集了同学们的舞蹈、朗诵、单
口对口相声、钢琴、大提琴、古筝、小提琴、快板书、书法展示等
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图为两位小朋友表演相声。(于宝)

市民正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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