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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低供应足，做菜包饺子都合适”
保两节市场需求，济南首批储备肉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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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上午，济南开始在
174个商业网点投放政府储备冻
猪肉，首批300吨储备冻猪肉正
式开售。记者探访销售网点时发
现，政府储备肉每斤的价格低于
鲜肉市场价格五六元，有不少市
民赶早购买储备肉。

“今天肉便宜供应还充足，
政府投放的储备肉14块6一斤，
买点做菜包水饺都合适。”9日早
8点左右，济南大润发历下店门
口，前来买菜的市民正排队等待
开门，不少人在议论当天投放的
政府储备肉。

进入超市，远远就能看到绿
色的“市政府储备猪肉销售点”
的牌子，储备肉的开售时间一
到，柜台前围满了人。

“之前投放储备肉的时候我
就买过了，都是前腿肉和后腿
肉，这个肉挺实惠，等中秋孩子
们回来剁饺子馅包水饺。”市民
张先生一次就买了四大块，“我
看了那边的鲜肉是19 . 9元一斤，
一斤便宜五六块钱呢！”

“原本打算今天来买点海
鲜，正巧就碰上了储备冻猪肉发
放的第一天。”市民刘先生表示，

“我这是第一次买，害怕冻肉口
感、品质不好，先买一块尝尝，好
吃再来买”。

记者了解到，此次共设有
174个政府储备肉的投放网点，
主要为储备肉承储企业维尔康
集团直营店和银座、华联、家家
悦、大润发等连锁超市的猪肉销
售专柜。

大润发超市是此次的投放
网点之一。超市负责采购的张经
理表示，两天前他接到要投放政
府储备肉的通知后，就积极与大
润发各门店做好对接，确定好各
门店预订好数量，届时由维尔康
点对点配送。

“昨天下班前就把货备好
了，并开辟出专门的柜台，挂
上了绿色的‘市政府储备猪肉
销售点’的牌子，今天历下店
准备了1000斤货，而且送来的
都是今年6月份刚冰冻起来的
猪肉，我们随卖随补，供应充
足。”

在文化西路维尔康超市，
孙店长表示，他们店配送的也
都是2022年的新鲜冻猪肉：“我
们目前进了400斤的货，货源非
常充足，而且此次储备肉销售
最大的特点是不限购，供应充

足。”记者探访多家门店发现，
此次储备肉的销售虽不限购，
但市民朋友们最多买三四块，
没有出现大量排队购买的情
况。

记者从济南市商务局了解
到，此次投放政府储备冻猪肉是
为确保中秋、国庆消费市场需
求，充分发挥政府保供应、稳物
价、惠民生作用。投放将分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9月9日——— 9
月13日中午12时，投放5天；第二
阶段为9月25日——— 10月1日中
午12时，投放7天。

记者 刁明杰

6月14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以《公交司机帮付一
元车费，小学生写下超可爱
欠条！》为题，报道了青岛西
海岸新区双语小学四年级学
生刘栩铭乘坐公交车时，由
于卡中余额不足，真情巴士
驾驶员崔慧为其垫付1元车
费，刘栩铭写下“感恩欠条”
的故事。驾驶员崔慧和刘栩
铭小朋友的互动感动了万千
网友，引起央视新闻、人民日
报和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广
泛关注。9月8日，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为驾驶员崔慧和刘
栩铭小朋友颁发天天正能量
奖证书及5000元奖励。

6月8日，刘栩铭独自乘
坐真情巴士K23路公交车到
吾悦广场车站找妈妈，上车
打卡时，响起“余额不足，请
及时充值”的提示音。因为没
带现金，刘栩铭尴尬地转身
想要下车，驾驶员崔慧叫住
了她，并帮忙支付了车费。路
上，刘栩铭坚持写下了一张

“欠条”，上面写着“很遗憾公
交卡没钱了，K23路公交车
阿姨帮我付的钱。感谢。”

得知此事后，6月12日，刘
栩铭小朋友的妈妈周女士拨
打了青岛真情巴士第四分公
司的电话，表扬驾驶员在女儿
心中埋下温暖的种子，让女儿
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学会了
感恩。电话中，周女士提出想要捐
赠100枚硬币，方便下次驾驶员遇

到有类似情况的乘客时，能够将
爱心传递下去。

6月12日下午，刘栩铭小朋
友带着一张充值有100元的公交
卡来到K23路始发站，在见到帮
助自己的驾驶员阿姨崔慧时，刘
栩铭说：“阿姨，妈妈说你们的车

里不能放太多硬币，就
帮我充了一张公交卡让
我送过来，我想再次对
您说一声感谢，也希望
这张公交卡可以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

9月8日，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为驾驶员
崔慧和刘栩铭小朋友颁
发天天正能量奖证书及
5000元奖励。

“很荣幸获得这个
奖，谢谢给过我帮助和
温暖的人！”刘栩铭小朋
友说道。“最近地震，我
想拿出一部分奖金为灾
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以后我会更加努力，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驾驶员崔慧表示。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
巴巴集团联合齐鲁晚报
在内的全国150多家主
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知名
公益平台，以“传播真善
美，弘扬正能量”为宗
旨，通过奖励小而美的
凡人善举，唤醒人心，激
励善行，推动社会向善
向暖。自2013年至今，天
天正能量累计已投入公
益金9900多万元，有上
万名各行各业的基层群
众获奖，这些普通人的

故事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
样，影响和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向善看齐。

记者 赵卓琪

7日下午5点半，居民早早地
等候在了活动现场，来自漱玉平
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也已准备就绪，义诊人
员耐心为居民讲解骨关节疼痛、
心脑血管健康、血糖血压等问
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爱心厂
商加入其中，现场准备了试吃、
试饮、试用活动，还有孩子们喜
欢的沙画、油画涂色等娱乐活
动。

伴随着阵阵掌声，一位女歌
手热情开场。“红日升在东方，其
大道满霞光。”《火火的姑娘》《白
月光与朱砂痣》《万疆》等耳熟能
详的歌曲，引得观众纷纷接唱起
来。

在每场社区文化节的演出
当中，魔术表演既是保留节目，
也是最受居民喜爱的节目。社区
文化节现场，孩子们纷纷围在台
前等待着魔术师精彩的表演。

与以往不同，本场演出，魔
术师请到了一位女搭档先进行
开场表演。只见一朵白玫瑰在她
的手中轻轻摇晃间就变成了红

色，一株绿植在丝巾挥舞间绽放
出美丽的花朵。如此近距离的

“见证奇迹”，让孩子们不由得发
出惊呼，掌声连连。

接下来，一场来自小朋友们
的“较量”也正式拉开，蔬菜接龙
游戏正式开始。台上5位小朋友
开始依次说出知道的蔬菜名称，
最终一名男孩将对手们一一击
败获得了奖品，其他小朋友每人
也都获得了小礼物。“好久没这
么热闹了，孩子玩得特别嗨。”现
场的居民这样说。

正值学生放学时间，夜幕降

临后的广场上成了孩子们玩耍
的天堂，居民钱女士说，刚刚她
的女儿参与了问答环节，还得到
了小礼品，非常有成就感。“孩子
还交到了一个同一小区不同单
元的小伙伴，活动也加强了我们
邻里间的交流，希望以后多多举
办。”此外，小丑表演、热辣舞曲
也收获了众多居民的点赞好评。

社区文化节就是走进社
区，服务社区。阿斯康健属于漱
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品牌，主营各类膳食营
养保健品，“科学精粹 优中选

优”作为品牌价值观，已入围
“漱玉智选”。本次社区文化节，
阿斯康健为社区工作者带来了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60盒，价
值共计5000余元，为大家的健
康保驾护航。

新闻服务社区，多年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坚持深耕社
区，作为扎根社区的主要形式，
社区文化节活动已经成功举办
六届。“漱玉平民杯”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社区文化节今年将继
续走进30个社区，为社区居民送
欢乐、送福利、送演出。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李蒙

近日，济南天桥区南村街道
强化线上线下联动优势，持续深
入开展养老反诈宣传活动，切实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线上，借助
南村“E”家、居民微信群、LED大
屏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无
死角的养老反诈知识宣传；线下，
充分发挥网格化兜底作用，同步
做好“防疫+反诈”工作，借助常
态化“敲门扫楼”行动，进社区、
进企业、进市场等辖区重点区
域，安装养老反诈宣传牌，发放
宣传手册、讲反诈知识。同时创
新宣传形式，结合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社区文艺志愿服务队编排
反诈舞蹈和“顺口溜”，在老年广
场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打通养老反诈骗宣传教育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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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可爱“一元欠条”

济南天桥区南村街道

筑牢养老反诈“防护网”

“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孩子玩得特别嗨”
爱心物品赠送精彩演出不停，社区文化节走进槐荫区中建·锦绣广场

“好久没这么热
闹了！”9月7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漱
玉平民杯”第七届社
区文化节走进槐荫
区中建·锦绣广场，
为这里的居民送欢
乐、送服务。健康义
诊、贴心服务、暖心
礼包现场通通安排
上，居民纷纷为活动
点赞。

魔术师为居民

表演近景魔术。

市民选购储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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