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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到到元元宵宵节节 品品牌牌元元宵宵拼拼打打折折
果味元宵最受欢迎，一般六七元一斤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邓金易) 这一周内就到元

宵节和三八女人节了，泰城各
大商超都抓住节点，提前打响
促销活动。有的品牌元宵半价
销售，一些洗化用品还买一送
一，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
购。

2日，记者走访发现，临近
双节，多家商超已经开设节日
促销柜台，打折力度很吸引眼
球。在东岳大街一家大型超市

里，元宵柜台前挤了很多正在
挑选的消费者。“没几天就是
元宵节了，到时候孩子们都回
来团圆，想提前买好不同口味
的元宵，现在打折力度大，自
己吃或送亲戚都划算。”赵女
士一边挑选元宵一边说。

据了解，往日比较受欢迎
的黑芝麻馅元宵，大多都是5

折销售，果味元宵也从十几块
降价到六块多。“平时芝麻馅
的元宵是卖9块8，现在卖4块9,

还有水果味元宵买三赠一，免
费给你个布袋。”导购人员说。

一位销售人员介绍，今年
各大品牌都推出了水果味元
宵，以往传统的黑芝麻、花生
汤圆热量较高，很多消费者都
不太喜欢，往年也有水果馅，
不过不如今年种类多，今年卖
得最好的就是果味元宵。“总
体销量目前来看和往年差不
多，有一位消费者买了20袋回
家，说是除了自己吃，还要送

亲戚，往年也有这种情况。”
在为三八女人节促销的

商品中，某品牌洗衣液5斤装，
从138元降到69元，还买一送
一，但乏人问津。一些巧克力
糖果也打出女人节宣传，但柜
台前依旧有点“冷清”。

市民宋女士说，日用洗化
类虽然价格便宜，不过也不会
这个时候囤货。“刚买了水果
馅的元宵，养颜又美味，还能
和家人一起分享。”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陈
新) 新春佳节刚过，又将迎来传统
佳节元宵节。2日，科大社区组织居
民猜灯谜、包元宵，80多名社区居民
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2日下午，科大社区居委会小院
内热闹非凡，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制
作了200多张谜面和红灯笼，挂在两
棵树之间，80多位社区居民来到院
子参与猜谜，有老人也有小孩，答对
有奖品。“我拿到的谜面是‘狼来了，
打一水果’，我猜到的答案是杨桃。”
8岁的张卿伟说。

现场居民纷纷开动脑筋，有的
几个人齐上阵群策群力，到最后200

多张谜面几乎全被猜中，居民玩得
非常开心。

在小院另一边，社区工作人员
放置了制作元宵的材料，居民齐上
阵一起包元宵，和面、放馅料、搓
圆……一个个汤圆在居民手里慢慢
成型，大家边聊天边劳动。包完的元
宵煮熟后分给大家品尝，居民纷纷
夸赞很好吃。“今天太开心了，和这
些邻里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
宵节。”60岁的刘大爷说。

科大社区书记王相红说，社区
组织居民用“猜灯谜、包元宵”这种
传统方式庆祝元宵佳节，传承了节
庆文化，有利于提升居民凝聚力。

“传统方式过节才有年味。”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陈
新) 1日，岱岳区第二届“群众文化
艺术年”启动，百名居民被授予优秀
文体活动带头人称号。

1日上午，岱岳区第二届“群众
文化体育艺术年”启动暨群众才艺
展演活动在岱岳区区政广场举办，
区政广场上新建成百姓大舞台，配
有高三米多宽达十米的大屏幕，此
次是第一次启用。

岱岳区音乐家协会、教育局、体
育局等多个单位选送的18个节目轮
番上演，体育局选送的“棍操”节目，
展示了老年人利用拐棍跳健身操，
非常有趣。

此次启动既是对上年的总结，
又是今年活动开幕仪式，在首届“群
众文化体育艺术年”中涌现出不少
优秀个人和组织者，都在启动仪式
上受到了表彰，其中粥店街道等31

个单位获得活动优秀组织奖，100名
个人获得优秀文体活动带头人，11

个单位获得年度优秀庄户剧团，55

人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据了解“群众文化艺术年”开展

以来，岱岳区先后组织开展全区性
大型群众文体活动30场，各乡镇(街
道)组织安排活动121场。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孙瑜) 正

月十五闹花灯，岱岳区满庄镇
举办大型花灯会，从初一到十
五期间，市民和游客都能欣赏
到花灯盛会。

花灯会于正月初一在满
庄镇天乐城北留大街和迎驾
路拉开帷幕，同时民间故事队
等活动相继进行，让居民和游
客感受到了浓浓节日的喜庆。

满庄镇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的新春花灯会上，有体现传
统文化的“二十四节气灯”和

“成语故事灯”，展现地方经济
发展的“企业展示灯”，还有宣

传满庄“宜居小镇”的花灯，将
镇内历史文化遗迹、民间故
事、地方特产等内容在花灯上
展现，市民在赏灯过程中，了
解到家乡的历史人文知识，还
将园区、学校师生等书画摄影
优秀作品，在花灯上进行展
示。

据了解，大汶口工业园、
满庄镇传统花灯会已经举办
了多年，因其规模宏大，集艺
术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
成为市民欢迎和关注的民俗
活动。本届新春花灯会将一直
持续到正月十五。

满满庄庄花花灯灯会会正正热热闹闹
您您啥啥时时候候去去瞧瞧瞧瞧

科大社区
猜灯谜包元宵

岱岳区评出
百位文体带头人

社区居民自己动手包元宵。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社区居民猜灯谜。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市民在欣赏花灯。 本报通讯员 摄

环环保保过过大大年年 烟烟花花爆爆竹竹难难卖卖
6日起回收，有经营者叫苦销量才到去年的一半

本报泰安 3月 2日讯
(记者 杨思华 ) 今年春
节期间，购买燃放烟花爆
竹的市民明显减少，有的
烟花爆竹零售摊点销量仅
为去年一半，销量下降让
不少摊主直言烟花爆竹生
意“干不下去”。

2日上午，记者走访泰
城龙潭路、灵山大街、虎
山路等路段发现，烟花爆
竹零售摊点相比往年少了
许多，路边零星几处零售
点偶尔一两个顾客，显得
异常冷清。

在龙潭路中段一处烟
花爆竹零售点内，各种鞭
炮、礼炮价格从几元钱到
几百元钱不等。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11

年的王女士告诉记者，烟
花爆竹生意近几年来一年
不如一年，今年相比去年
销量又有所下降。“现在
大家环保意识都很强，手
机上也天天收到宣传短
信，明显感觉出今年买鞭
炮的人少了。”

在附近住的市民陈先
生说，往年春节期间，从
灵山大街和龙潭路路口往
南，一直到儿童医院门口
的桥上，两旁全是出售烟
花爆竹的摊点，经常有路
过的市民在这条路上购买
鞭炮和礼花。“今年这一
路一共才看到三四个摊
子，过完春节就剩这一处
零售摊了，其他的摊子早
都撤了。”

灵山大街一处烟花爆
竹零售点的老板周先生也
表 示 ，烟 花 爆 竹 销 量 不
好，这种情况已经有两三

年了。“以前从腊月二十
八一直卖到元宵节，两个
人都忙不过来，现在我一
个人就完全能看过来。”

周先生表示，危险性
大、污染环境、占压资金、
季节性强，都是鞭炮销量
逐年下降的原因，鞭炮批
发价和前几年相比并没多
大变化，销售价却在几年
前就已经降到最低，利润
越来越少，也让大部分零
售点进货一年少过一年。

“前几年销售额能到五六
万，纯利润在2万元左右，
我今年才进了2万多元货
还没卖完，销量也就是往
年的一半。”

周先生说，鞭炮卖不
完就得存起来，占压的都
是自己的钱，只能明年再

少进货。“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证3月6日就到期，元
宵节当天我再卖一上午就
准备撤摊，回家过个元宵
节。”

泰安市烟花爆竹百日
安全整治行动，将从3月6

日起进入零售网点剩余烟
花爆竹回收和存储阶段。

春节期间，泰安市安
全生产监察支队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要求，共检查了6

家烟花爆竹批发单位、43

家烟花爆竹零售单位，查
处安全隐患和问题共计
126条，均下达了相关执法
文书责令其整改落实，并
对9家超量储存烟花爆竹
零售单位依法实施了行政
处罚。

冷清的烟花爆竹摊点。 本报记者 杨思华 摄

去年2月13日，本报记者走访泰城多
处鞭炮售卖点了解到，元宵节期间，烟
花爆竹继续遇冷，销售商表示,今年鞭炮
销量和往年同期相比，下降3成多。多位
市民表示，春节前后持续雾霾天气，环
保过年成为新时尚，这也成为不买烟花
爆竹的主要原因。

相关链接

去年生意就不好做

泰安市蓝天工程指挥部2014年12

月31日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泰城不燃
放烟花爆竹系列活动，号召市民在春
节期间不销售、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
竹，增强市民“抗击雾霾，从我做起”的
环保意识，并向泰城市民发送短信，呼
吁大家不销售、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
竹，过一个节俭、环保、文明的春节。

环保过年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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