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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家家酒酒店店同同时时接接待待四四场场升升学学宴宴
饭店和卖烟花爆竹的赚个不亦乐乎

供电公司员工

接受爱国教育

本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王丽
萍 记者 梁越） 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25日，济阳县供电公司组
织40余名党员、青年团员到济阳县
第一党支部——— 史家寺党支部旧址
参观。

25日，济阳县供电公司员工怀
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依次参观
了第一党支部旧址、展览馆和战斗
生活用具，了解了史家寺党支部自
成立以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开展
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张
张真实的历史图片，确实使得我们
内心深受震撼。”济阳县供电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参观学习，广大党
员和团员青年在思想上受到了深刻
的教育，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对党的信心。

河务局老干部

唱响“黄河赞歌”

本报8月27日讯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连日来，一
阵阵高亢嘹亮的歌声从职工活动室
传来，这是济阳黄河河务局离退休
干部、职工为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活动正在精心准备合唱节目。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离退休干

部、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推进
职工文体活动的广泛开展，济阳黄
河河务局精心谋划，新整改修建了
职工文体活动室，并购置了简易的
音响设备；认真挑选了《大刀进行
曲》、《军民大生产》等反映抗战胜利
和赞美黄河的歌曲，召集离退休职
工70多人，共同表演合唱节目，并邀
请了县著名曲艺专家前往指导；为
突出合唱曲目的观赏性，又增加了
舞蹈、书法等节目。目前，该局离退
休干部、职工每天下午都会准时聚
集在县局活动室参加合唱活动，活
动室成为他们又一处精神福地。

(吴超 冉庆亮)

本报记者 杨擎

无论几类院校，录取就办升学宴

近日，记者来到经三路北
段，这里汇集了济阳县大大小
小的近10家酒店，不少家庭选
择在这里为孩子举办升 学
宴。“这条街上的酒店还比
较实惠，每桌花费4 0 0 - 5 0 0
元就能办得风风光光。”市
民杨先生说，孩子今年被上
海交通大学录取，这对一家
人来说是件大喜事，一定要给
孩子庆祝庆祝。

“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三本
都要办宴庆祝，我的孩子今年
考上了一本院校，当然值得祝

贺。”市民王先生说，上大学是
孩子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
是孩子长大的标志，能在人生
的路上取得第一战胜利，就应
该给孩子奖励。

杜女士的儿子今年被四
川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编导系
成功录取。“孩子从小对电影
电视感兴趣，能够到自己喜欢
的专业深造，孩子满足，我们
做家长的也就满足了。”杜女
士说，无论成绩高低，兴趣是
孩子以后道路上最好的导师，
上大学是孩子新的起点，一定

要鼓励孩子继续努力。
“不管孩子考取几类院

校，能被本科录取，我已经
为孩子感到十分骄傲了。”
回河镇村民吴先生说，能够
从农村考出去上大学的孩子
本就不多，孩子考上了，肯
定要奖励。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为
孩子举办升学宴的家长中，也
不乏因为礼尚往来而举办宴
席的，无论孩子考上几本，是
本科就不能错过收份子钱的
机会。

红包越来越厚，工薪家庭吃不消

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
凡到场坐席的市民中，几乎没
有人只掏100元份子钱，大部
分红包中塞着200-300元。“现
在100元钱哪还拿得出手，我
女儿四年前上大学，不少亲朋
好友花了100元，如今我都给
他们翻了番。”市民何先生说，
关系稍微好点的，最少也得
300元。

“从进入8月份以来，朋友
的升学宴我可没少参加，最近
一周我就参加了四场，其中一
天参加了两场。”市民侯先生

说，份子钱花少了面子上挂不
住，可花多了钱包实在受不
了。

不仅朋友的份子钱要涨，
亲人之间的份子钱也要涨。

“我的孩子上大学时，孩子舅
舅花了1000元，如今孩子已成
婚，孩子舅舅的儿子今年也考
上了大学。”市民尹先生说，升
学宴上，用自己的名义包了
1000元的红包，以孩子的名义
包了200元的红包，多少还是
要涨点的。

“不少同学、朋友的孩子

都差不多大，考大学出现扎堆
的情况实在无法避免。”尹先
生说，仅截止到25日，自己就
已花费了3000余元，接下来还
有两场升学宴要参加，至少也
要再花费500元。

“我一个月的工资3000余
元，我这边加上对象那边的升
学宴花销，我这个月的工资几
乎白拿了。”市民范女士说，虽
然份子钱有多有少，一旦扎堆
花销就多了，再赶上任何一个
亲戚办升学宴，瞬间就会感到

“压力山大”。

升学宴集中，饭店赚个盆满钵满

近日，记者在参加一场升
学宴时发现，凡是有大厅或大
礼堂的饭店，往往会同时接待
几场升学宴。“升学宴不比婚礼，
一般七八桌是正常的，十五六
桌就属于较多的，但该情况不
常出现。”一家酒店的老板说，升
学宴邀请的大部分为家人及要
好的朋友，人数相对较少。

“我家酒店有一个结婚大
礼堂，一个六桌的小厅及十余
个单间，同时接待三场升学宴
是十分稳妥的。”该老板说，三
家中的贵宾分在各个单间，小

厅可以接待一家，大礼堂则可
以接待两家。

“也有出现两个同学同时
办升学宴的，这种情况如果都
安排在大礼堂，还会比较热
闹。”该老板说，升学宴举办的
时间比较集中，一家人不可能
承包整个酒店，都是好几家在
同一个酒店举行。

据了解，20日当天，济阳
县一家酒店同时有四家人在
此举办升学宴。“我家的礼堂
比较大，能同时提供25桌市民
就餐，单间数量也较多，同时

容纳四家是比较轻松的。”该
老板说，29日当天已预订出了
四家升学宴。

“升学宴的价格每桌在
300-800元之间，预订400元/
桌和500元/桌两种菜型的较
多。”该老板表示。

记者经过粗略的计算，一
家同时能容纳25桌酒席的酒
店 ，一 天 连 本 带 利 可 收 入
10000-12500元。以升学宴扎
堆时间持续15天计算，这家酒
店 8 月 份 仅 升 学 宴 可 收 入
150000-187500元。

中午11时45分，记者来到
陇海路时，各大酒店门前就已
燃起了烟花爆竹。“由于好几
家聚在一个酒店，放鞭炮的时
间 只 能 错 开 。”市 民 姚 先 生
说，他们提前放完就可以坐等
上菜了。

记者驾车从陇海路南端
驶入，前进不足100米就被烟
花爆竹挡住了去路，交通堵塞
也随之形成。整条街烟雾弥
漫，骑自行车及电动车的市民
更是被熏得捂着口鼻往反方
向行驶。

据了解，每年的升学宴可
谓 烟 花 爆 竹 行 业 的“ 第 二
春”。“除了过年时市民会扎
堆购买烟花外，最集中的就是
升学宴了。”做烟花爆竹生意
的张先生说，虽然婚礼也会出
现扎堆的情况，烟花爆竹销售
量仍较少。

“这个月烟花爆竹的销售
量比今年所有婚礼所用烟花
爆竹的销售量加在一起还翻
了一倍。”张先生表示。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老板
高兴的同时，环卫工人却感到
为难。“一连近一个月，中午
都 会 产 生 众 多 烟 花 爆 竹 垃
圾。”负责陇海路路段环境卫
生的环卫工人说，近几天风也
不小，有时扫完一遍，另一边
又被吹脏了。

“最多的一天清扫了六整
车垃圾。”该环卫工人说，部
分位于机动车车底的垃圾无
法清扫，只能等升学宴结束后
车辆开走再扫，但车辆行驶过
程中会将垃圾带得满地都是，
整条路一片狼藉。

“希望大家放完鞭炮后能
派人清扫一下，体谅一下我们
环卫工人。”该环卫工表示，
如果大家都注意卫生了，路面
就会干净很多。

尴尬不少

烟花爆竹卖火了

却难为了环卫工

随着各大高校的新生录取通知书投递完毕，济阳县的考生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众
多家长为了给孩子庆祝，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大办升学宴。在各大酒店掀起了“酒席高潮”的同
时，升学宴也使得烟花爆竹等行业的收入接连翻番。

▲陇海路上燃放烟花爆竹使得
整条街烟雾弥漫。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升学宴燃放烟花爆竹留下满
地碎纸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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