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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三天天儿挺好 最高气温 24℃
本报记者 陈新

据泰安市气象台预报，近期
三天天气均为晴到少云，最高气
温均为 24℃ 左右。

上周末天气晴朗，本周开头

三天又是大晴天，秋高气爽让人

心情舒畅。据泰安市气象台预报，

最近三天天气情况，均为晴到少

云，降水概率 10%，最高气温均为
24℃ 左右。相较于前几天，这三天

的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上升

了大约 5℃ 左右。最低温也持续回

升，从 17 日到 19 日，最低温分别

为 7℃、8℃、9℃。虽然天气晴朗，

但紫外线照射指数并不很高，为

三级，辐射强度弱。

10 月 17 日是世界消除贫困

日，1992 年 12 月 22 日，第 47 届

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第二委

员会的建议，确定每年的 1 0 月

17 日为世界消除贫困日，旨在引

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

宣传和促进全世界消除贫困的

工作，动员各国采取具体的扶贫
行动。

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北风转

南风 2 ～ 3 级，湖面 4 ～ 5 级。最低气
温 7℃ 左右；最高气温 24℃ 左右。

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南风 2

～ 3 级，湖面 3 ～ 4 级。最低气温 8℃

左右；最高气温 24℃ 左右。

晴转多云，降水概率 10%。南风 2

～ 3 级，湖面 3 ～ 4 级。最低气温 9℃

左右；最高气温 24℃ 左右。

泰山区：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8 ～ 25℃；

岱岳区：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7 ～ 24℃；

高新区：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7 ～ 24℃；

新泰：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8 ～ 24℃；

肥城：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7 ～ 24℃；

宁阳：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7 ～ 25℃；

东平：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9 ～ 24℃。

灶县市区天气预报

灶部分旅游景点天气预报
南天门：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5 ～ 13℃；

中天门：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6 ～ 16℃；

桃花源：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5 ～ 18℃；

后石坞：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6 ～ 16℃；

徂徕山：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10%，

气温：5 ～ 15℃。

10月 18日

10月 19日

立秋以来，湘江长沙段因

久晴少雨持续枯水。据长沙水

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5 日 8 时，湘江长沙段水

位跌至 25 . 65 米，逼近 25 . 1 米

的城市供水警戒线。图为，长

沙湘江三汊矶大桥附近大面

积裸露的河床。

持续枯水

10月 17日

首期泰安版“交换空间”启动
业之峰装饰为市民送上装修大礼

本报讯 15 日，由业之峰装

饰主办的泰安版“交换空间”活

动第一期正式启动。数十名市民

在业之峰装饰设计师的带领下，

参观了新兴园、容郡国际的多个

示范样板间，在深入了解业之峰
装饰的蓝钻工程、主材搭配、工

程解剖、设计风格之后，收获了

装修大礼。

“我们在泰安打造的“交换

空间”是针对新房子的，与央视

的《交换空间》是不一样的。央视

版本基本上都是老房子，做的是

新旧对比。而泰安版本针对的是

刚交房的新楼盘，做的是户型拆

改前后的对比。”15 日上午，业之

峰装饰相关负责人向数十名前

来参加活动的市民介绍，第一期
活动只面向新兴园、容郡国际、

信合佳苑和巨菱枫景苑四个小
区征集报名。

在业之峰装饰首席设计师的

带领下，报名者实地参观了新兴
园、容郡国际的 4 个样板间，其中

新兴园小区分别是水电改造和木

制作的现场，容郡国际则是两套

欧式成品样板间。经过一上午的

参观，参与市民对业之峰的施工

和实力有了初步了解。在峰格汇

家居广场用餐后，众多市民在业

之峰设计师带领下参观了主材仓

库，对于装修中所需的各种管材、

板材、石膏板、电线、油漆和腻子

粉等进行了介绍，高档次高质量

的主材深受参观者的欢迎。

随后，在峰格汇家居广场负
一层的咖啡广场，报名市民一边
品尝着咖啡水果，一边听业之峰
装饰五位顶尖设计师讲解四个
小区的样板户型设计方案。“他

们跟一般装饰公司确实不一样，

管材、木制作和施工现场都很讲

究。看了那个容郡国际装修好的

房子，感觉就跟电视剧里那些豪

宅一模一样。”市民孙女士在实

地参观了业之峰装饰的装修样

板间和选材仓库后，荣幸地成为

第一批参与泰安版“交换空间”

的业主之一。作为入围市民，孙

女士将享受改造客厅免费赠送

(免基础装修费用，限额为 5 千

元)的优惠，其他没有入选的报名

用户享受客厅改造(基础装修)半

价的团购优惠，每一位参与市民

都获得了精美的礼品。

(梁敏)

本报讯 10 月 22 日，居然之
家泰安店将启动第二届家居文化
节活动，届时全场数百个家居品牌
将推出大幅优惠，购物交全款还能

再打九六折。

“10 月份本来就是家装旺季，

主材、家具和各种软装饰品都卖得
比较红火，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
出家居文化节活动，一方面为驻场
商户做集中的宣传，另一方面也是
通过活动集中让利，帮助消费者争
取更好的优惠措施。”居然之家泰
安店企划经理胡振霖表示，本次家
居文化节活动从 10 月 22 日启动
到 10 月 30 日结束，为期 9 天。其
中 10 月 22 日和 23 日两天推出

“签单补贴 4% 的优惠”，市民交全
款购物可以在成交价的基础上再
打九六折。

据了解，活动期间到居然之家
卖场购物的市民，交全款满一定额
度即可获赠家居用品、小家电、生
活用品等精美礼品。 （梁敏）

居然之家家居文化节 22 日开幕

千款产品热卖九天

钱文忠泰山脚下讲国学
本报泰安 10 月 16 日讯(记

者 王世腾) 16 日下午，复旦

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来到泰

安，做客“智者先行— 2011 奥迪

东部区名人大讲堂”，给市民生

动普及了一堂国学课。

16 日下午，福朋喜来登酒

店四楼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上

百名听众手拿纸笔和拍摄工

具，聆听钱文忠教授的讲座。

“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是山东

人，而我却来到泰山脚下讲国

学，感到很羞愧。”钱文忠的开

场首先拉近了与听众之间的距

离。

随后，钱文忠以近年兴起的

国学热为切入点，分析其形成的

原因。钱文忠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国民在个人财富增加、国家

安全保障和自由方面都得到了

很大改善，然而国民幸福指数不

高。他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

程中，文化建设更应加强，两者

相辅相成最终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

两小时的讲座，让在场的听

众们沉醉其中，结束时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不虚此行”。“以前

都是在电视上看钱教授讲“玄奘

西游”、《弟子规》、《三字经》，今

天现场听，钱教授讲课还是这么

幽默，让人听得很过瘾。”现场听

众杨先生说。

据了解，钱文忠做客泰安

“智者先行— 2011 奥迪东部区

名人大讲堂”活动从 2009 年起

已成功举办了三站。之前于丹

教授也曾作为嘉宾在泰安开

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