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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季季养养生生，，蜂蜂蜜蜜最最适适合合最最方方便便
蜂蜜，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珍

贵的礼物。很多人都知道蜂蜜中
含有多重营养，而蜂蜜也作为养
生的一大重点广为人们研究。蜂
蜜怎么吃才好呢？

蜂蜜中含有氨基酸、蛋白质
和多种维生素，味道甜美不腻，
老少皆宜。蜂蜜具有延年益寿、
美容排毒、祛火润燥的功效。而
相对于其他补品，蜂蜜营养价值
高，但价格却经济实惠，所以很
多人送礼品都将蜂蜜作为第一
选择。

在秋冬季节，蜂蜜养生就成
为了最适合最方便的养生方法。
喝蜂蜜可以去火润肺，有助于软
化血管、清理血管，从而减少心
脏病和脑血管病病发的几率。还

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毒素，通肠
顺便，从而达到泻火的目的。

连日来，本报联合临清市
绿都蜂产品有限公司举办的蜂
蜜直销惠汇活动，引发市民抢
购热潮。为最大限度地惠及广
大普通消费者，本报与临清市
绿都蜂产品有限公司签订最低
价格，并根据消费者需求，挑选
了枣花蜂蜜、槐花蜂蜜、荆花蜂
蜜，原价68元/瓶，本次直销价
3 8元 /瓶。本次蜂产品直销活
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礼盒
装，原价300元，直销价168元，
内含上述四种蜂蜜各1瓶，重量
为2000克。

临清市绿都蜂产品有限公
司旗下有优质蜂群2000余箱，

斥巨资进行基础科研环境建
设，先后从德国、美国、日本等
国家引进了液相色谱仪、气相
色谱仪、离心机、蜂胶提取设
备、蜂蜜浓缩实验仪器、毒性实
验设备等仪器，该企业通过了
QS食品生产许可，并完成了10
万级GMP净化车间的技术改造
和等级认证，在各个环节为产
品研发和产品安全提供了可靠
保障。国家食药检测12项标准
完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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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城城西西北北隅隅新新建建““崇崇仁仁坊坊””
将陆续建造42座恢复性和景观节点性牌坊

22日，记者在中华水上古城西城墙路北段路东看到，一座新建牌坊巍然屹立于距西城门楼约300米处。
该牌坊为仿明清式建筑，石质结构，“四柱三楼”，中间阴刻正楷榜书“崇仁坊”三字。

按照古城保护与改造相关规划，古城区将陆续建造42座各式牌坊，包括恢复性建设牌坊共19座，景观节
点性牌坊23座。新建的崇仁坊属于后一类。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先后参编过《东昌望族》、《东
昌老街巷》，熟知古城历史且大半
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原古城居民、
74岁的孙元芳告诉记者，崇仁坊
的“崇仁”二字，是指对“仁”这类
道德的崇拜。仁，孔子的解释是

“仁者爱人”。“崇仁”就是要求人
们强化道德的修养，“崇仁尚义、
积德行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孙元芳说，历史上的石质牌
坊都是用长条大石扣接而成，高
宽各近三丈，高大雄伟，气势恢
宏，建在家族门口或十字路口，行
人都从它下面通过。每一座牌坊
都寄托着人们某一种或几种特定
的情感，如为科举功名、达官名宦
树立的牌坊，主要表达自豪、景仰
之情，在祖庙宗祠、名贤祠堂、墓
地树立的牌坊主要表达缅怀、颂
扬之情。

孙元芳回忆，上一辈人说过
古城原先的确曾有不少牌坊，但
到清末民初就不多了，“我小时
候，古城内已经见不到牌坊了。街
头巷尾常见一些带字或纹饰的石
头，也有造型别致的石头，据老人
讲都是拆毁牌坊后遗留下来的。”

他说，清代两部《聊城县志》
记载牌坊60多座，分布于大街小
巷及城外。这些牌坊主要分为政
绩功德牌坊(如大廷尉坊、御史
坊)、贞节道德牌坊(如孝行坊、贞
节坊 )、科举功名牌坊 (如进士
坊)、家族荣耀牌坊(如八世科第
九代恩光坊)等。

崇仁强化修养

牌坊承载情感

“楼东大街曾有八座牌
坊，楼西大街有三座，东关
大街有 1 3座，状元街有两
座，二府街有两座，前王园
街有两座……”孙元芳介
绍，楼西大街的三座分别是

“进士坊”、“文明坊”(在文明
街南口 )、“兴礼坊”(县衙
前)”。

孙元芳告诉记者，前王
园街的牌坊，一是为任克溥
立的“兰省正堂坊”，一是为
任克溥之父任怀茂立的“恩
纶重褒坊”。康熙年间，任克
溥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刑部左侍郎等职，后加刑部

尚书衔。
状元街的两座是“状元

坊”和“昭勇坊”。“状元坊”
是元代人为科举高中者建
立，昭勇坊是邓家人为先辈
而建。文状元邓钟岳家族先
人在明代是世袭东昌卫指
挥 ，曾 有 九 人 为“ 昭 勇 将
军”。

楼东大街路南原有牛
府，是明代名宦牛天麟家。他
家共有五座牌坊立于府宅的
前、后门处。“进士坊”是牛天
麟考中进士后立的；“绣衣
坊”是牛天麟担任御史后立
的；“奕世承恩坊”是牛天麟

父亲牛政和祖父牛升被朝廷
诰赠右副都御史后建立的，
还有为牛天麟而建的“大中
丞坊”和“大廷尉坊”。

据悉，古城保护与改造
注重挖掘独特的牌坊文化，
以彰显古城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牌坊恢复过程中，将
对清代《县志》记载的历史
牌坊进行整理分类，使每座
牌坊的复建都有据可依。日
前已经建成的牌坊有楼西
大街“进士坊”、楼东大街

“孝行坊”、县衙门前牌坊，
以及这座“崇仁坊”，其它牌
坊即将陆续建立。

功名牌坊居多 彰显家族荣耀

本报聊城12月22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日前，一份全国
各市平均工资数据表在网上
疯狂流传。根据网传数据，聊
城平均工资为5003元，位列山
东省第四，甚至高于济南、青
岛等城市。对此，水城网民纷
纷吐槽，有人感叹“被平均”，
有人对数据提出了质疑。

这份工资单统计了全国
共309个城市的平均工资及增

幅，令人吃惊的是，聊城的平
均工资达到了5003元，在山东
省排名第四，仅低于莱芜、滨
州、德州。而作为对比，北京也
不过是5 8 2 6元，而上海则是
5380元。聊城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全国来看也是名列前茅。

对此，大部分聊城网友的
反应是不敢相信，槽点太多。

“聊城比济南、青岛还要高，这
份 工 资 表 的 真 实 性 值 得 怀

疑。”、“前几天支付宝平均支
出拖后腿，今天平均工资又拖
了后腿。”、“我觉得不太可信，
大家看看笑笑就过了，不必当
真。”

工资、收入水平一直是市
民非常关注的话题，而能了解
各地工资真实水平，也是很多
市民的迫切需求。据了解，在
今年 1 1月份，聊城市发布了
2014年城区部分职业(工种)

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共
涉及160个职位(工种)。记者
查阅发现，聊城市年薪过10万
的职业总共只有九个，其中银
行信贷员年薪最高，为2 0万
元。而按网传的平均工资来
算，聊城平均年薪则达到了6
万元，能满足的职位远远不足
一半，也难怪众多水城网友对
网传聊城平均月薪5003元提
出质疑。

网网传传聊聊城城平平均均工工资资55000033元元
水城市民齐吐槽“拖后腿”，质疑真实性

古城内新建的“崇仁坊”。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茌平创排新京剧

《三请马周》

作为大张家镇唯一贷款发
放机构，莘县农村商业银行大张
家支行本着“服务好本镇、发展
好本区”的工作目标，组织员工
深入基层，开展摸底调研，认真
研究资金需求，采取主动营销、
上门服务方式，为小微企业和广
大农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今年春季以来，为简化贷款
手续，提高贷款效率，该支行开
始实施“福农卡”自助贷款业务，
客户申请福农卡后，无需通过柜
台，只需持福农卡到自助设备区
通过自助设备自助办理贷款、还
款手续，有效提高了办贷效率，
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截至目
前，该支行本年度累计发放各类
贷款1 . 65亿元，其中支持三农贷
款1 . 58亿元，主要投向大棚蔬菜
种植及禽类、畜牧养殖业，为农
民增收、农业增产起到了重要作
用。同时，该支行大力支持本区
域乡镇企业，今年累计发放贷款
1000余万元，用于扶持农产品加
工企业。

(陈海涛 王珏)

莘县农商银行

大张家支行：

情系三农服务小微

本报聊城12月22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记者从茌平县文化

部门获悉，茌平创作京剧《三请
马周》，讲述茌平籍唐初宰相马
周的故事，通过挖掘大唐盛世
时期的本土传奇人物，传承京
剧艺术、传承传统文化。

茌 平 县 京 剧 团 周 团 长 介
绍，《三请马周》剧情是从马周
进京赶考，到马周帮人捉刀写
文章，意外得到李世民赏识并
多次邀请他见面的故事。周团
长表示，茌平县京剧团经常下
乡演出，大部分是一些经典传
唱的剧目，自创剧目比较欠缺。

“马周是我们茌平历史上
的一位名人，但之前本土作品
对他的宣传并不多，我们才有
了挖掘这一历史题材的想法，
就是想在京剧中有我们茌平的
事儿，讲讲我们自己的东西。”
周团长介绍，创作的《三请马
周》京剧剧目是一个时长4 0分
钟左右的小独幕剧，创作的目
的是希望通过挖掘本土的历史
名人、讲讲本地的传统人物故
事，让茌平人更了解自己的家
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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