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铺“宝贝”

免费推荐

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
家刊登各种优惠信息，只要您
有精彩的商品，愿意为日照的
读者提供特惠，都欢迎您联系
我们！

主 持 人 电 话 ：小 辛
1 8 6 6 3 3 9 2 8 1 1 ，小 隋
15908073838。

《逛街》QQ 群：321168665。
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

照新浪官方微博。
微信：点击“朋友们”→“添

加朋友”→“搜号码”，输入
qlwbjrrz 搜索即可，或扫描二维
码。

轻轻松松购购物物 快快乐乐淘淘宝宝

记记者者带带您您去去

“逛街”
本报“逛街”栏目开版后深

受好评，版面主持人小辛和小
隋走街串巷，了解各店铺的打
折信息，寻找经济、时尚、好玩
的消费项目，为读者提供实用
的资讯服务。

《逛街》栏目还设立了微
博、微信、QQ 群等多个网络互
动平台。您可以将自己在逛街
中碰到的任何好玩的、有趣的、
感人的情节，记录下来提交给
我们，一旦被采用，将会有惊喜
哦！

我们的口号就是：轻松逛
街，快乐淘宝！赶快加入我们
吧！

凯德广场 特别推荐

责Donoratico达衣岩
浪漫优雅田园风

新款一律9折

Donoratico 达衣岩，一个意
大利小镇的名字，成了设计师
创立的时装品牌。该店服饰风
格优雅、浪漫，介于正装和休闲
装之间。面料以棉、麻、桑蚕丝
为主，手感舒适，质量好。

现店内新款一律 9 折，春
款 8 折优惠，老款特价 7 折。

责孩之悦
全场8 . 8折

每天都有特价

孩之悦主要经营各品牌儿
童玩具等，店内商品为厂家直
销，价位低，质量高。该店侧重
礼盒类商品，兼顾家用与送
人。店内每天还会推出一款特
卖商品，折扣可低至 6-6 . 5 折。
现店内除特定商品外，一律
8 . 8 折优惠。

责百家筝鸣
专注古筝教育

免费体验学习

百家筝鸣·华韵古筝艺术
学校，专注古筝艺术教育，现推
出捐款 100 元免费学习三个月
优惠活动(年龄限 4 — 10 岁儿
童 )或免费音乐能力测试加两
节免费体验课活动(年龄限 4 —
13 岁儿童)。

责1943s
一件8 . 8折

两件7 . 5折

该店主要经营男士服饰，
主要针对 25-35 岁的都市个性
时尚男士，版型修身时尚。

即日起，该店推出优惠活
动，全场服饰一件8 . 8折，两件
7 . 5折，持本报“1943s”优惠信息

到店消费，即有机会获赠50元
代金券。

责德国宝马服饰
冬装6折

夏装8折

该店为德国宝马服饰专卖
店，主要经营男士服装、鞋帽、
配饰等，主要针对 30-50 岁的
成熟男士，以流行面料、时尚款
式、精湛工艺体现产品个性，高
雅时尚、舒适阔体。

即日起，为惠顾新老顾客，
店内推出冬装 6 折，夏装 7 折
的优惠活动。

责爱登堡男装
夏装8 . 5折

春装5折

该店专营爱登堡男装，核
心消费者年龄介于 35-45 岁，
鲜明的专卖店风格和富有英伦
格调文化底蕴的休闲服装，赢
得了消费者青睐。

即日起，店内夏装 8 . 5 折，
春装 5 折大酬宾，欢迎新老顾
客到店内选购。

责新疆阿布丹食品
和田大枣特价25

1张报纸可抵5元

新疆阿布丹食品主要经营
原生态绿色食品，店内有昆仑
山野生雪菊、“天山雪之魂”之
称的天山雪莲，降三高、保肝、
护肝、安肠胃、温肾、散风除湿，
并且能美容美颜、提高人体免
疫力。

精选于罗布泊地区的罗布
麻茶有降压降脂、软化血管的
神奇效果，更有黑蜂蜜、和田玉
枣、枸杞、和田玫瑰等各种绿色
产品。

和田大枣原价 30 元，现特
价 25 元，凭 1 张含该店信息的
报纸每满 100 元立减 5 元。

◎谈古
许多莒文化物件
都是无意间发现

6日，在莒县浮来山，宋镇豪
发表了对莒文化的一些观点。他
指出，莒文化作为中华5000年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现与研
究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能坐在这古银杏树下与大
家探讨莒文化，这本身就是莒文
化的一种体现。”宋镇豪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宋镇豪
曾呼吁要高度重视莒文化，并尽快
对其实施抢救性保护，加强对莒文
化的研究。宋镇豪的提议引起了全
国范围内对莒文化的探讨。宋镇豪
表示，莒县境内地上地下有众多中
华古文明遗址、遗迹和遗物，有的
濒临消失，亟待抢救性保护。“如果
再不保护，很可能在城镇化热潮中
被破坏，那就愧对子孙后代了。”宋
镇豪说。

宋镇豪表示，虽然发掘出了
大量关于考证莒文化的物件，但

大多数是在无意间发现的，并不
是经过科学的考古以及研究所
得，所以莒文化还有很多谜团要
揭开，“研究莒文化是一个永不止
境的过程，每个时间段上都会有
一段历史。”宋镇豪说。

◎论今
先做好保护
再谈开发

莒县县委书记刘守亮也参
加此次会谈，刘守亮表示，莒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现在正探
索一条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道
路，“我们对莒文化的开发非常
谨慎，没有严格的考证不敢轻易
下手，我们必须对这种文化负
责，对历史文明负责。”刘守亮
说。

针对莒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宋镇豪表示，首要的是保护，尤其
是一些历史遗址的保护，“必须把
保护放在第一位，只有保护好了
才有可能进一步利用与发展。”宋
镇豪说。针对有些地方出现的一

些古遗址被人为破坏的现象，宋
镇豪表示，必须保护好原汁原味
的文化，“只有保护好了原汁原味
的才能谈发展，才能谈保护。”宋
振豪说。

针对利用文化发展旅游的模
式，宋镇豪表示，旅游必须以保护
与发展莒文化为目的，不能让文
化为发展旅游服务，“这两者的关
系一定不能颠倒，不管什么阶段，
保护都是在第一位的。”宋镇豪
说，“经济的发展是多种形式的，
而有些文化一旦破坏了就没法在
弥补。”

宋镇豪介绍，文化在人们心
中更是一种归属感，“是人们心中
的一种根，这个根不论走到哪里
都有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宋镇
豪说，“能增强人们的乡土观念，
能让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感到
骄傲，往大处说能推动中华文明
的进步，让我们都感到骄傲。”随
后宋镇豪又来到莒县闫庄镇小河
村实地考察了莒县陵阳河遗址以
及不久前发现的一处大汶口文化
早期遗址。

全国政协委员宋镇豪千年古银杏树下谈古论今

保护好莒文化
才对得起子孙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历史学家、全国政协
委员宋镇豪曾提出要抢救
性保护莒文化。6 月 6 日，
宋镇豪来到莒县，在莒县
浮来山的千年银杏树下，
畅谈对保护以及开发莒文
化的观点。

在座谈会现场，记者了解到，
莒县一中专门开设了《文心雕龙》
课，每周一节。此外，近年来莒县
也加大了对莒文化的保护与开
发，目前已举办莒文化系列讲座 8

期，同时联合山东师范大学成了
了莒文化研究中心，在济南组织
了“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近年
来，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或联
合高等院校先后举办莒文化研讨

会 5 次。
据介绍，莒县多方筹资建设

了建筑面积 1 . 6 万平方米的莒
州博物馆，馆藏文物 2 万余件，
莒州博物馆已成为莒文化学术
交流和宣传、展示的重要载体和
平台。同时还加强对文保单位的
安全检查，并对30处保护风险较
大的文保单位落实了专项看护
经费与责任联动机制，确保文物

安全。
全面加强对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东莞镇齐长城遗址
的保护，项目保护计划已于4月
底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经
过积极争取，陵阳河大汶口文
化遗址群保护工程已列入省级
大遗址保护规划范围，同时启
动了莒国故城保护规划等工
作。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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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宋振豪
(左)与莒县县委书记刘守亮畅
谈莒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莒县已办5次研讨会 高中开设莒文化课
本报记者 彭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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