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八八届届国国际际人人居居节节1111日日开开幕幕
六项主题活动期待您参与

本报 9月 9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 为全面改善城市人居
环境，提升市民幸福指数，进
一步叫响“蓝色休闲之都，世
界宜居城市”品牌，推动现代
化幸福威海建设，9月 11日至
13日，威海市将举办第八届中
国 威 海 国 际 人 居 节 ，主 题 是

“幸福·宜居·文明”。
据 了 解 ，本 届 人 居 节 期

间 ，将 重 点 举 行 六 项 主 题 活
动，一是2015威海住宅产业博

览会，将集中展示全市范围内
具有影响力、代表性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装饰装修企业的最
新楼盘、最新技术、最新材料、
最新产品等；二是中国建筑学
会十二届八次常务理事会议，
国内建筑设计领域 5 0 多名权
威专家将齐聚威海，共同探讨
建筑设计未来发展之路；三是
第八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
开幕式暨建筑设计大奖赛颁
奖晚会，颁发城建集团杯·第

八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
大奖赛、威海杯·2015全国大
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的金
银铜奖，并颁发第四批山东省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第二届山
东省杰出青年勘察设计师的
有关奖项；四是城建集团杯·
第八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
计大奖赛暨威海杯·2015全国
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获
奖作品展，其中包括国内知名
院士、建筑设计大师的获奖作

品；五是城建集团杯·当代中
国 建 筑 设 计 研 讨 会 ，主 题 是

“面向新常态下的建筑创作”；
六是中国威海物业管理高层
论坛，主题是“科技助推物业·
品牌提升价值”，与会专家学
者将围绕聚焦“科技助力行业
成长”、“互联网时代的物业管
理革命”、“大数据与物业管理
新生态”、“物业管理产业新模
式前瞻”等行业热门问题展开
研讨。

在文登坐车

能用微信购票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牛燕华) 即日起，文登
汽车站开通微信购票，在文登坐车
的亲们有福气啦。

想享受文登汽车站微信购票
服务，亲们可以用手机添加微信公
众号“cs84100”。除享受方便快捷
的微信购票外，乘客购买的首单车
票可享受20元优惠。此外，目前微
信购票用户还可以通过抢红包活
动来获得乘车优惠。除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外，想要微信购票
的乘客还可以扫码下载巴士壹佰
手机客户端购票享受同样优惠，优
惠活动截至10月31日。

荣成寻山街道

计生水平大提高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姜海丽) 今年，荣
成市寻山街道办事处以深化计生
服务为动力，贯彻落实“三严三
实”，全面提高计生服务水平。

寻山街道首先提高计生宣传
水平，通过村喇叭宣传、悬挂横幅
等形式，为群众宣传计生法律法
规。同时，街道提高技术服务水
平，做到生殖保健服务到村、药具
随访服务到户、定期开展育龄妇
女免费健康查体活动，关怀育龄
妇女健康。另外，街道还提高信息
采集水平，加强人口信息源头统
计、逐项核实、及时录入，确保计
生统计不漏人、不缺项、不失真。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陈乃
彰 ) “快来参加公益青年集体
婚礼吧，9月16日报名截止，还
有七个名额，并且婚纱、婚车、
司仪、摄影、摄像、礼花鞭炮等
全程不花新人一分钱”，9月30
日，由共青团威海市委、威海市
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威海市2015
年“理想山”公益青年集体婚礼
将在威海市区正式举行。本次
活动由威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承办，前20对报名新人还将获
赠价值2000元的新婚大礼包。

本届集体婚礼是团市委组
织主办的第十三届公益青年集
体婚礼，自1996年该项活动启
动以来，先后有300多对新人踏
着公益集体婚礼的红毯，走进
了神圣的婚姻殿堂。

威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是
本次集体婚礼的承办方。活动
中心市中心分部的梁主任介

绍，本届青年集体婚礼，在形式
和内容上借鉴以往婚礼和外地
集体婚礼的优点，同时增加了
不少更适合于威海特点的内
容，主要包括：爱的启航·传承
文明；花车巡游·大海作证；盛
世婚典·放飞梦想；传承文明·
举杯同庆等环节。参加集体婚
礼的新人包括婚车及装饰、摄
影、摄像、礼花鞭炮等费用均不
用付费。

参加集体婚礼的报名手续
很简单，只要是在婚姻登记处
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即可携身
份证及结婚证复印件到威海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报名，报名不
收取任何费用，报名时间截止
到 9 月 1 6 日 ，报 名 热 线 ：
5188444、13156306577。此外，
前20对报名新人还将获赠价值
2000元的新婚大礼包，目前还
有7个名额。

集集体体婚婚礼礼免免费费报报名名还还有有七七名名额额
办个婚礼不花一分钱，9月16日报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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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印全，1953年出生在山东德州，美术师范专业，山
东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漫画家协会副秘书长，威海漫
画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
等国家级知名刊物刊发，多次荣获国家级漫画类比赛大
奖，并被CCTV等中央媒体采访。

由郑印全老师和本报今日威海合办的郑印全漫画
班将于今年9月19日正式开班，每周末上课，让您的孩子
从简单的图形、漫画入手，运用“思维导图”的理念贯穿
发散性思维，给孩子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让孩子做思
维的“发明家”。

郑印全漫画班相关事宜：
授课时间：9月19日起，每周六(或周日)下午2:00-4:00

授课地点：侨乡大润发一期C楼704

授课费用：全年收费3000元，本报小记者持证优惠200元
相关福利：本报今日威海隔周开设漫画版，刊发孩子创

作的漫画及学习情况
报名电话：18863177970

漫画家
教你做思维的“发明家”

2009年5月，郑印全老师(左一)的漫画教育论文在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漫画
教育论文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图为郑印全老师在颁奖现场。

《现代人的脚》，荣获首届全国漫画大赛优秀
奖(一等奖，工人日报主办)。

荣成斥山街道

打击“两非”宣传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曲景清) 为促进出生

人口性别比平衡，荣成市斥山街道
积极开展打击“两非”宣传活动。

荣成斥山街道召开打击“两
非”宣传动员大会，邀请斥山卫生
院相关专家为各村居计生主任、药
管员、“两非”工作人员进行专题讲
座并现场答疑。同时，利用赶大集
的有利时机开展打击“两非”现场
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
询台，为群众发放综合治理出生人
口性别比宣传材料等方式，让群众
了解“两非”危害，自觉抵制“两非”
行为，受到群众好评。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彦
慧 通讯员 杨梅) “长42厘
米，粗17厘米！”日前，高区一小
学生们精心种下的“太空黄瓜”
收获了果实。16名小学生志愿者
历时一个夏天，亲手种出了“太
空蔬菜”。

今年6月，高区一小收到了
威海科技馆赠送的16粒“航天优
质黄瓜烟航优三号”太空种子。
这些种子是经过返回式卫星，将
种子带到太空“旅游”一圈后带
回来的特殊种子。随后，高区第
一小学开展“我给太空种子一个
家”科学实践活动，学校的16名
小志愿者被选拔为这些“特殊的
太空旅客”的守护者。7月下旬，
种子分别种在16个家庭，结成了
16个科学实践小组。

从6月下旬开始，小学生们
和这些神奇的种子一起成长。他
们不仅精心照看，每天还要做文
字记录。有的学生还将“太空黄
瓜”的成长过程画成画册。经从

上网搜集太空种子栽培的资料，
到自己动手调配营养液；从糊里
糊涂施肥烧坏种苗，到逐渐摸索
出栽培的技巧，实践小组的学生
不但自己变成了种植太空种子
的“小达人”，还成为宣传太空种
子知识的“科普使者”，并经常带
着其他同学到基地里参观，一起
关注“太空小客人”的成长。

9月初，“太空种子”的神秘
面纱终于揭开，同学们摘下了第
一个黄瓜果实，精确测量了一
下：果实长42厘米，粗17厘米。

“太空黄瓜”的到来让孩子们兴
奋不已。

高区一小老师介绍，目前，
大多黄瓜植株已挂上果实。因
生长条件的差异，有的只结出
了一两根黄瓜，而有的已经长
出四五根黄瓜。“种植太空种
子，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体验，让
学生亲自动手，能够让他们在
实践中检验课本上的知识。”种
植小组指导老师苗潇文表示，

种植小组一起制作了黄瓜标
本、种子标本，接下来他们将对
结出来的太空果实做取种实

验，进一步了解太空果实的营
养价值，增进学生们对太空果
实的了解。

小小学学生生种种的的““太太空空黄黄瓜瓜””大大丰丰收收
高区一小16名学生历时一个夏天，种出“太空蔬菜”

▲孩子们和“太空黄瓜”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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