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周周末末与与秋秋日日清清凉凉有有个个约约会会
气象部门：17日、18日左右，气温受寒流影响将有所下降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 (见习
记者 杨兵三 ) 立秋之后，秋
老虎发威，连续7天最高气温均
达 3 5度以上，但这秋老虎也如

“ 秋 后 的 蚂 蚱 ，蹦 不 了 几 天
了”。8月13日，是2013年三伏天
中末伏的第一天，并将止于 2 2

日。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在
末伏结束前，市民将有望提前
迎来秋后的凉爽。

2013年8月13日17时，枣庄
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显示，
1 4日最低气温 2 7℃，最高气温
35℃。预计15日天气晴间多云，

南风2至3级，气温27℃至35℃；
1 6日天气晴间多云，南风 2至 3

级，气温27℃至35℃。由于温度
高，空气湿度大，容易造成中暑
现象。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午后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高温条件
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

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近几日，枣庄市并没有明显的
降 水 和 降 温 迹 象 。但 在 8 月 1 7

日、18日左右，市民将在连日高
温之后迎来秋日的清爽。17日、

1 8日左右，枣庄将迎来一场寒
流，并带来一场降水。受寒流影
响，副热带高压将会南退，气温
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寒流过
后，由于台风北上，还可能受台
风外围影响，温度也会有所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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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记者 李泳
君) 13日，记者从枣庄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获悉，189名事业编考
生，即2013年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体检(A、B类)，定于8月15日
(周四)进行。工作人员提醒，请各位
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于早上6：50到
枣庄新城枣庄市交通综合服务大楼
院内集合。

据悉，本次考生体检共分为十
组，每组人数为19人左右。枣庄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提
醒考生，体检时，考生需携带身份证
和面试通知单(均为原件)参加体检，
同时携带1寸照片1张；体检当天注意
清淡饮食、禁酒；体检当日早晨禁
水、禁食、空腹。同时，考生穿着衣物
要简洁，上衣不得带有饰品、首饰。
女性不穿连衣裙，怀孕者勿做X光检
查、月经期间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
另外在做尿常规检查时，请取中端
尿液(先排出部分尿液后，再留取标
本)。同时本次体检，考生需自带体检
费用360元交体检医院。

经考试、考核、体检合格的拟聘
用人员,公示7日无异议的，由聘用单
位或其主管部门提出聘用意见,报枣
庄市人社局审核备案。符合聘用条
件的，由枣庄市人社局发放《事业单
位招聘人员通知书》，凭《事业单位
招聘人员通知书》办理相关手续。受
聘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期
满合格的正式聘用，不合格的不予
聘用。

189名事业编考生
明日体检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韩微) 13日，是一年一
度的东方七夕情人节。因连日
的高温，七夕节卖花摊位少见
鲜花，一些易保存、经考晒的仿
真花，成为情人节市场上的畅
销品，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满
街的花束将七夕节的大街装扮
得甚是好看。

从市中区吉品街一路走
来，记者发现，十几家卖花的摊
铺，只有一家在卖鲜花，并且数

量并不是很多，而龙头路上的
鲜花店也加大了手工仿真花的
售卖。采访中，一位卖手工仿真
花的老板告诉记者，摊铺上所
摆的所有花束，都是自己提前
和家里人一起手工制作的，有
精致的丝网花、仿真的绢布花，
还有可爱讨巧的娃娃花束。“现
在天气太热，鲜花不易保存，成
本太高，像这种手工花就不用
担心了，即使七夕当天卖不光，
也有足够的时间，在节后再卖。

顾客买回家也可以当成长久的
装饰品，摆放在家里，还是挺经
济实惠的。”花铺老板说，大束
的手工仿真花，价格也都是过
百的。

记者在市场上看到，仿真
花卖的多，买的也不少。天气虽
然炎热，但是情侣们还是不忘
上街，挑选一束爱的礼物。“其
实，情人节就是找个适合的机
会和借口，两个人好好的过一
天，感觉上鲜花，更能打动女孩

子的心，但是花瓣掉落，心里总
还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些仿真
花颜色上和真花差距不大，味
道也不浓郁，也环保一些，还是
挺喜欢的。”抱着男友刚送的手
工仿真花，小韩满脸漾着幸福。
感觉买的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
心意，家住市区的小渠还自己
动手，制作了21朵纸质玫瑰花，
拿到花铺找老板帮忙包装。他
说，这样才能象征他们的爱情

“永不凋谢”。

花花假假情情真真 仿仿真真花花七七夕夕热热销销
环保、持久、不会凋零，深受市民欢迎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殷悦) 在七夕节当天为
心爱的人送上一束玫瑰花是很
多人表达爱意的方式，然而，今
年七夕节期间，家住和谐康城
的李小姐却因为收到一支掉色
的蓝色妖姬而与男朋友闹得不
欢而散。七夕节当天，记者走访
滕州市多家鲜花店发现，蓝色
妖姬均是靠染色而成。

李小姐告诉记者，8月1 2

日，李小姐收到男友送上的一
支蓝色妖姬，本来十分开心，可
在晚餐后回家时却发现满手都
被染成了蓝色。“我打电话质问
他花是在哪买的，他说是在步
行街上的临时摊点买的，他当
时也不知道这花会掉色，只是
觉得跟其他玫瑰花比起来更显

高贵优雅，所以就买了。”李小
姐气愤地说。李小姐告诉记者，
当时她仔细看了下这支所谓的
蓝色妖姬，叶子上和茎干上都
有蓝色的墨迹，掉了色的花瓣
竟然露出了原本的红色，这种
蓝色妖姬很显然是用颜料染成
的。

记者随后走访了滕州市府
前路、杏坛路、大同路等多家鲜
花店，这些花店均有蓝色妖姬
出售。杏坛路一家花店的店主
告诉记者，花店里卖的蓝色妖
姬大多是经过风干的，染料涂
层也很厚。记者了解到，不仅是
滕州市场，全国市场销售的蓝
色妖姬大都是染色而成的，直
接种出来的蓝色玫瑰十分罕
见。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韩微 ) 七夕，是情人
节也是乞巧节，又称女儿节，
是 情 侣 之 间 互 传 爱 意 的 节
日，也是祈求美好爱情开始
的节日。七夕当天，除了满大
街甜蜜恩爱的情侣们，一些
单身朋友们也给自己策划了

“情人节”活动，让七夕不止
是情人们的专利。

1 3日，家住山亭区的小
张，组织自己的朋友举办了一
场“七夕单身情人节派对”，

“情人节都是情人，让单身的
人多郁闷，越是看别人成双成
对，我们就得自己学着找热
闹，大家聚在一起玩一玩还是
挺好的，说不定过完这个单身

情人节，对的人就立马出现了
呢。”小张说，组织这个活动也
是个偶然，看到网上很多单身
网友讨论情人节，就突发奇想
的组织一场“七夕单身情人节
派对”，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
多朋友参与进来。

约上好友，逛街、吃饭，情
人节也成了众多市民约友聚
会的由头，像小张一样，家住
市区的小孙就在七夕节和自
己的好姐妹约好一起过节，买
身漂亮衣服，互送一朵玫瑰，
单身群体也成为七夕市场消
费的主力军，闺蜜也晋升为
情人节最好的情人，节日氛
围 丝 毫 不 亚 于 情 人 们 的 甜
蜜。

图图个个乐乐呵呵
单单身身也也过过情情人人节节

男男友友送送““蓝蓝色色妖妖姬姬””
女女友友满满手手染染了了蓝蓝色色

各式各样的手工仿真鲜花。

真添堵 挺快乐

本报枣庄8月13日讯(记者 杨
霄) 13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在
6月份错过自学考试报名的考生可
在本月10日至14日补报。

据了解，山东省2013年10月自
学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3年6月
18日至26日早8：00至晚17：00，但由
于出现考生错过考试报名时间的情
况，未按时报名的考生可在8月10日
至14日办理补报。此次网上报名只
允许老考生参加，而首次报名的新
考生仍然到当地报名点办理报考手
续，现场报名的时间地点由所在地
自学考试办公室指定。同时，提醒补
报的考生须通过银行卡的“网上支
付”功能支付报名费用，银行卡需要
事先开通网上支付功能，才可进行
网上报名，具体流程考生可登录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

自学考试网报
今日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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