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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本报枣庄7月23日讯(记者 赵
艳虹) 23日，记者从市区部分医院
了解到，因蚊虫叮咬而引起的皮肤
性疾病，在夏季尤为常见，患者以儿
童为主。皮肤科大夫提醒家长，外出
游玩注意喷洒花露水防止蚊虫叮
咬。

上周末，李女士带着孩子到亲
戚家玩，孩子兴奋极了，到处乱跑。
李女士称，还没从亲戚家离开，就发
现孩子腿上有好多没蚊子叮的红疙
瘩。晚上到家，孩子仍感觉奇痒难
忍，随后，李女士带着孩子到医院皮
肤科就诊，被告知孩子患上了丘疹
性荨麻疹。

据枣矿集团枣庄医院皮肤科孟
主任介绍，丘疹性荨麻疹一年四季
都可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夏季，儿童
尤为多见，发病主要在暴露部位。皮
肤出现黄豆大小，边界清楚，如果叮
咬密集的话可以相互融合成片，但
是每个丘疹中央可有一个小水疱，
就可以自我诊断为丘疹性荨麻疹。

被蚊子叮咬
得了荨麻疹

本报枣庄7月23日讯 (记
者 杨霄 见习记者 韩微 )

“枣庄银行幸福杯”齐鲁晚报
天天向上暑期营销秀，将于本
周四上午9点启动，报童们注
意不要错过了。

25日上午9点，在文化中
路枣庄银行门前举行启动仪
式，届时本报会请来交警为大
家现场讲解卖报时需要注意
的交通安全常识等。同时，在
营销秀过程中，本报还将邀请
营销专家现场为报童们讲解
如何营销，并针对报童们卖报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

当日，所有参加营销活动
的报童到文化中路枣庄银行
门前集合，参加活动启动仪
式。在启动仪式上，将为大家
发放服装、帽子及提包，请已
经报上名的家长和同学保持
电话通畅，也可尽快加入我们

“齐鲁晚报第三届暑期营销
秀”的QQ群：133580539。活动
启动当天，本报将免费给报童
们提供 2 0份当天的《齐鲁晚
报》，作为启动资金，而随后报

童们可根据自身能力批发《齐
鲁晚报》再销售，所有收入都
归报童所有。

如何能在活动中保护好
自己并取得好成绩？在本周四
举行的暑期营销秀启动仪式
上，齐鲁晚报·今日枣庄编辑
部将会邀请来自医院、交警部
门的工作人员为大家现场授
课讲解卖报技巧、安全常识，
让报童们在卖报的过程中学
会保护自己。

截至目前，已有上百名学
生参与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活

动 中 ，报 童 们 将 各 展 所 长 、
各出奇招，冒着酷暑走街串
巷售卖《齐鲁晚报》，黄T恤，
红帽子，又将成为枣庄市区
街头亮丽的风景线。除了活
动期间报童们的卖报所得，
活动结束后，本报将根据报
童们每人的销售业绩作出评
选，分出金、银、铜奖，业绩
最突出者可获得 6 0 0元现金
大 奖 ，银 、铜 得 奖 者 可 获 得
300元、100元不等的奖金。表
现优秀的选手还将获得精美
纪念品一份。

本本周周四四，，卖卖报报小小行行家家上上街街喽喽
当日上午9点将在文化中路枣庄银行门前举行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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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名名小小学学生生 提提前前两两周周练练手手
本报枣庄7月23日讯 (记

者 甘倩茹 ) 2 3日，陈女士
打来热线，要给五位小学生报
名参加营销秀活动。这五位小
学生已经卖了两个星期的报
纸，看到报道后一致决定报名
参加活动。

这五名小学生最小的十
岁，最大的才十二岁。他们都

觉得卖报纸是一件挺不错的
事情。陈女士介绍，放暑假之
后，就一直和孩子商量，怎样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正好自
己的一个朋友经营一个报摊，
就想到让孩子卖报纸，想通过
这种方式来锻炼孩子与人沟
通的能力。“把这个事情一说，
我亲戚家的几个小孩、邻居家

的小孩都觉得不错，自愿一起
卖报纸。就这样五个小孩每天
开始卖报纸。”陈女士说。她们
经过前期计划，认为滕州汽车
西站附近是个卖报纸的好地
方。于是，每天早上陈女士负
责开车把五个孩子送到汽车
西站附近，自己并不帮他们任
何一个卖报纸，并且几个人也

不结伴，各自卖自己的报纸。
陈女士的儿子刘阳光说，

他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客户了。
报上名之后，他问记者还能不
能去原来的地方卖报，他舍不
得丢掉好不容易才有的客户。

“我今天卖了15份，不过我最
多 的 时 候 一 个 小 时 卖 了 3 4

份。”阳光介绍自己的战果。

两室一厅50平方，一月房租仅41元

山山亭亭6600户户廉廉租租户户将将搬搬进进新新房房
本报枣庄7月23日讯 (记者

白雪岩 通讯员 贺德成
郝营 ) “这么好的位置，房租
这么便宜，真是太幸运了。”22

日，即将入住新房的张德营高
兴地合不拢嘴。记者从山亭住
建局了解到，山亭首批廉租房
已经启用，经过层层筛选的60

户低保家庭近期分得新房。
张德营今年48岁，曾是山

亭区毛绒厂职工，1 9 9 9年单位
改制下岗，夫妻二人都没有固
定工作，一家三口靠租房生活。
2 0 1 1年，张德营听说当地建保
障房，可以低价租住，于是他递
交了廉租房申请，经过入户核
查、网上公示、三级审核，今年7

月1 0日，张德营以7 8分获得廉
租房选房资格，在摇号选房的
时候，他选得樱花园小区选到
一户二层50平米的住房。

22日，张德营在分得的新
房里张罗着工人给厨房垒灶

台。“俺过去哪住过这样好的房
子，这厨房、卫生间都给铺好了
瓷砖，暖气、燃气都有，我简单
垒个台子好放些杂物。”张德营
说，现在山亭房价比过去高了
很多，一个月500元的房租不一
定能租到房子，这新房不仅环
境好，一个月房租41元，一年加
起来不到 5 0 0元，小区环境又
好，孩子上学也方便，这让他做
梦也没有想到。

记者从山亭区住建局了
解到，张德营所居住小区是山
亭最为繁华和入住率最高的
小区之一，小区配建的60套廉
租房是山亭首批建设的廉租
房，经过层层筛选后，符合居
住条件的 6 0户低保家庭目前
都已经分到新房。目前，山亭
还有 1 5 0套廉租房待分配，另
外，今年山亭保障性住房计划
建设的 2 0套廉租房正在建设
中。

张德营将要入住的小区。

工作人员陪同张德营一块查看房屋质量。

系统瘫痪，从上午九点弄到次日凌晨

这这志志愿愿报报得得真真闹闹心心
本报枣庄7月23日讯(记者 杨霄)

22日是山东省二本志愿报考时间，但是报
考网站系统瘫痪，有考生在接近23日零点
才报上名，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心情在一
天内如同过山车。

“熬到深夜才填好志愿，我以为自
己报不上了。”考生小孔说，22日从早上
九点他就坐在电脑前，就是无法成功登
录，好不容易登录考试平台上，要求修
改密码，在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后，网
页就没有反应了，反复刷新后显示“域
名错误”等提示。小孔说，他到晚上十一
点多才填好志愿。

王先生介绍，他女儿从上午九点多
开始登录，出现问题后开始以为是家里
网速慢，十点多就到网吧。一进网吧，王先

生看到很多女儿的同学在家长的陪同下
在报名。“我们都急坏了，很多家长都到教
育局去找，如果报不上名，这么多年的学
习可就毁于一旦了。”王先生说，在反复确
认得知延长时间后，王先生和女儿终于
在下午三点报上了志愿。“报完之后，我激
动地跟家人打电话，我女儿就跟她的同
学打，比查成绩的时候还激动呢。”

刘先生的儿子在下午六点多才报
上，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现在庆幸报
上了，但是这种问题不能避免吗？先是
从下午五点延长至八点，然后又延长
至夜里十二点。页面上提示要耐心等
待，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有耐心，这
可是有可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的事儿
啊。”刘先生心有余悸地说。

今夏想HIGH
就去加勒比

本报枣庄7月23日讯 暑期已
至，记者在各旅行社的门市了解到，
报名火爆的旅游产品以亲子游、夏令
营、学子游为主，很多家长大部分都
在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旅游产品。旅行
社也根据游客不同的出游需求推出
了一系列主题亲子游产品，品种也较
往年更突显其趣味性。徐州乐园·加
勒比水世界最受游客的青睐！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轻松不累，
景区激情的水上项目、海浪池、儿童
戏水区、水寨等等，让孩子尽情嬉
戏，怎么也玩不够！加勒比一百多块
钱的报价，价格实惠、合理，让很多
家庭也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游，充分
享受老、少、中、青一家亲的欢乐时
光！在枣庄各家旅行社的柜台上，您
都能看到加勒比水世界漂亮的宣传
页。滕州市的李女士说，“以往暑期
去哪旅游很难选，走远了，老人孩子
太辛苦，自己也累，今年去加勒比，
老人孩子也很开心！”现如今家长们
通常都十分希望孩子能在旅游的同
时学到知识，在玩耍时培养他们的
求知欲和勇气。如今暑期旅游市场
已经如火如荼，报名高峰不断。不少
家长希望能够在孩子早点出游，早
去早回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孩子调整
状态，所以尽早给自己和孩子安排
好假期，让今年夏天，激情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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