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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阳阳快快递递公公司司““双双十十一一””挺挺冷冷清清
快递公司数量猛增，不少老板称“不好干”

曲堤镇中学
“科技馆”走进校园

本报记者 杨擎

市民大呼快递慢

快递公司却冷清

“我9日在网上购买了一
双皮靴，本想赶在‘双十一’快
递高峰期来临之前收到快递，
谁知现在还没收到。”市民杨
女士说，平时在网上购物，平
均3天就能收到，“双十一”的
快递速度要格外慢些。

面对“双十一”，不少市民
表示：“双十一买的东西一定
要耐心地等，一周内能送到就
很不错了。”

“双十一卖一天，够物流
吃一个月。”这是快递行业常
有的一个说法。在众多市民抱
怨快件太多造成快递拥堵、收
件时间长的同时，济阳县的各

个快递公司却不见忙碌。
“不忙，平时每天800件快

递，今天才1300件左右。”中通
快递负责人姚先生说，快递公
司有6个派单员，平均到每个
派单员身上，才多出5 0件左
右，压力并不大。

记者来到中通快递时为下
午3点15分，据姚先生说，有两个
派单员已经送完快递回家了。

据了解，中通快递件数不
多并不是个例，记者相继走访
了龙海路的各个快递公司。

“以往赶上‘双十一’，我们得
连续忙十几天。”韵达快递负
责人邢女士说，今年的快递件
数还没多出平时件数的一倍，
4个派件员送快递很轻松。

“平时每天派件1200件左
右，今天才1800余件，比平时
派件数多出1/3。”申通快递负
责人何先生说，从济阳向外发

快递的比较多，在济阳派件的
相比以往少了近一半。

一年内快递公司

济阳多了近十家

当问及快递件数减少的
原因时，三家快递公司负责人
异口同声地表示：快递公司太
多了，仅龙海路的快递公司就
近30家。

“从去年开始，这条街上
的快递公司多了近十家。”邢
女士说，除了市民常用的五六
家快递公司外，大大小小的快
递公司有20余家。

“数量多了，快递件数肯
定会受影响。”邢女士说，前几
年快递公司少，天猫也没有这
么火爆，快递件数也少，如今
快递件数增多了，快递公司也
多了。

面对快递件数逐渐减少，
众多快递公司负责人大呼：

“如今，济阳县的快递公司不
好干啊！”

“根据数据显示，11日凌
晨至晚上9时，申通快递总件
数为2400万件，中通快递总件
数为2000万件，韵达快递总件
数为1700万件，全峰快递总件
数为239万件。”何先生说，全
峰快递原本为广东省内的快
递，如今发展到全国，快递件
数也在不断增加。

据了解，新出现的快递公
司在价位上独具优势。“他们
每件收取的费用明显比我们
要低，主要靠走量。”何先生
说，济阳县居民的购买力是有
限的，快递多市民的选择就多
了，即使各公司的派件总件数
再多，快递到达济阳后，也不
会出现货物积压的情况。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杨擎 ) 11月11日被不少市民
戏称为“光棍节”。在“光棍节”
登记结婚，是不少年轻男女“脱
单”的好法子。据济阳县结婚登
记处数据显示：当天68对新人
领证结婚，登记人数超过七夕。

11日上午9时，济阳县结婚
登记处前来登记的新人就已经
开始排队，不少已领证的新人在
登记处门前拍照留念。“我们八

点就来了，当时门口一共三对新
人。”刚刚领完证的刘女士说，当
天来领证是两个人商量的，也是
自己送给男友的结婚礼物，让他
在“光棍节”正式“脱单”。

据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少年轻男女对光棍节有着自
己特殊的解释。“我们觉得11月
11日的四个‘1’，应该解释为
‘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准新
人王先生说，选择当天登记结

婚，也代表自己对老婆的一种
告白和承诺。王先生说：“今天
来领证的还有两对好朋友，其
中一对正在里面进行登记，另
一对在赶来的路上，计划领完
结婚证三对新人集体拍合照并
共进午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领
结婚证，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就
不用格外记了，别人过‘光棍
节’，我们过结婚纪念日，感觉

一定很幸福。”刘女士表示。
据了解，为保证“光棍节”

准新人迅速领证，济阳县结婚
登记处特意开放两个结婚登记
窗口。“七夕当天共有58对新人
领证，可见现在的年轻市民越
注重‘光棍节’的寓意了。”结婚
登记处相关负责人说，根据数
据显示，11日当天共有68对新
人登记结婚，超过了七夕情人
节的登记人数。

不少年轻男女选在“双十一”“脱单”

6688对对新新人人““光光棍棍节节””领领证证结结婚婚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杨擎 ) 2日，李长三艺术馆

开幕仪式暨首场书画展在宏
济堂文化大院广场正式开展，
标志着李长三先生书画作品
的影响力从县城济阳向省会
济南的跨越，对引领济阳书画
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
意义。

据了解，李长三系济阳县
宣传系统干部，并长期担任

《新济阳》报社总编。致力于书
画艺术的同时，在散文、诗词、
音乐、武术等方面均有建树。
李长三自幼酷爱书画，早年曾

遍访省内名家，其书画在20年
前就曾荣获山东省展一等奖。

据悉，李长三近几年又致

力于诗、书、画的融合，把武
术、音乐、诗词和书画相融合，
并带上舞台，多次在各级电视

台及大型综艺晚会上演出，成
为“把中国画推向舞台第一
人”。

本次书画展展出了李长
三不同时期的书画作品60余
幅，另有100余幅作品将会陆
续展出。

“无论哪一种风格的作品，
都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绘画
的书写性。”省文联副主席、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刘玉民说，李长三
的师承可以看到许多大师的影
子，又不完全拘泥于某一家，虽
离现代审美趋向很远，又有着
不容忽视的生命力。

校园简讯

随着“双11天猫全网总成交额57112181350元”、“天猫一天产生2 . 78亿个订单”等各大
消息不断爆出，不少快递公司灯火通明大战“双11”，济阳县的物流公司却不见爆仓。“总件
数仅比平时多1/3，平均到每个派件员身上，和平时并无差别。”快递公司老板说。

11月10日，由济阳县科协联合
举办的“流动科技馆进校园活动”在
曲堤镇中学举行。全校1300多名师
生享受了一次“科普大餐”。

(尹传旺)

首首届届李李长长三三书书画画作作品品展展开开展展
展示书画作品60余幅

1 1月 9日是全国第 2 4个
“119”消防日，6日上午，119消
防月安全宣传启动仪式在济阳
达利园食品有限公司举行。同
时，消防官兵还为几百名员工
普及消防常识和逃生自救技
能。图为在防火演习中，一名

“被困”员工跳到充气垫上。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火场”逃生

济阳一中

举办合唱比赛

9日上午，济阳一中高一年级在
国旗广场举办了以“辉煌60载，青春
放歌”为主题的合唱比赛，展现了一
中学子良好的艺术风采和精神风
貌，增强了团结协作的意识。

(常勇 温岭)

济北中学

薛芃作品获奖

近日，第七届全国中小学劳动
技术教育创新作品展评活动在太原
举行。来自济北中学高二年级薛芃
同学的“城市烧烤烟气收集处理系
统”发明作品成功入围。经过层层选
拔与竞技，薛芃同学的作品荣获大
赛银奖，该同学同时获得了高校自
主招生资格。

(高贻华)

李长
三 (右一 )与
到访的客人
一 同 欣 赏

《李长三书
画集》。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退休干部身患大病

编成《防汛抢险手册》

本报11月13日讯 (通讯员 冉
庆亮 记者 杨擎 ) 11月10日上
午，济阳黄河河务局身患大病的共
产党员、退休干部王先平，将一摞厚
重的打印文本交到局长刘兴海手中
说：“我总感觉退休应该给同事们留
下点什么，这是一本《济阳黄河河务
局防汛抢险手册》，请你验收。”

据了解，今年六十岁的王先平
原是防汛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刚
刚退休1个月。参加工作几十年来，
始终全心全意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
责任，被全国黄委授予“防汛工作先
进工作者。”

“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我日渐
心事重重，最大的心事就是为局里
没有黄河防汛抢险系统的工具书而
着急。”王先平说，写好这本书需要
大量资料，他一直在积累整理。

去年7月，王先平突感身体不
适、浮肿，浑身没劲，确诊为肝部肿
瘤，并做了切除手术。“我感觉时间
不够用了，因此抓紧抓紧再抓紧，力
争退休前把《济阳黄河河务局防汛
抢险手册》交给局里。”王先平说。

据悉，王先平在住院治疗、养病
期间，强忍病痛和药物反应，继续整
理有关工作笔记。3个月后病稍好，
他就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我每天找相关人员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到档案室查阅历史资料，
翻阅工作笔记，再认真整理归纳。同
时多方面征求意见，进行反复修
改。”王先平说，患大病一年多来，除
去到济南复查身体，他从没请过一
天假，终于日前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这个《手册》文字、图表俱全，
资料准确翔实，将各工程及险点在
各级洪水下的特征、可能出现的险
情以及抢护措施等都做了详细表
述。”刘兴海说，它使决策者对工程
情况、险点位置、重点部位等都一目
了然，对出险情况、抢险措施、人员
组织等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E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