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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 10 月 12 日讯(孙静
波 记者 王颜) “一桌 680 元
的婚宴吃了不到一半，剩下了就全
部丢弃，有的浪费甚至更多。”泰城
一家酒店餐饮部工作人员说。12
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的婚
宴浪费现象很严重。据泰安市婚庆
协会副会长介绍，目前婚宴浪费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基本上每场
婚宴饭菜要浪费 1 万元左右。

10 月份是结婚的旺季，泰城

不少酒店都设有婚宴。记者采访中
发现，婚宴浪费现象严重，桌子上
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盘子，鸡鸭鱼肉
样样俱全，不过婚礼结束后，有的
桌子的饭菜几乎没有动过，有的桌
上饭菜剩了一半。

说起婚宴浪费现象，泰城市民
赵女士说，她清楚地记得她参加过
的一场婚宴。由于一对新人家庭条
件都不错，因此选择在泰城一家五
星级酒店举行婚宴。当时一桌婚宴

的价格在 1600 元。“当初估计光宾
客要来七八百人，但实际来的人并
没有那么多，因此有桌婚宴只有三
个人。”赵女士说。“昨天我刚刚参
加了一场婚宴。婚宴上菜也非常
快，往往上一道菜还没人去吃，紧
接着新的菜又端上来，多的时候一
盘罗着一盘，有时候一些肘子、丸
子等，散席的时候几乎像刚端上来
一样。”泰城市民刘先生说。

“婚宴结束后，工作人员收拾

剩菜时都会觉得很心疼，七八百元
一桌的价格，浪费的菜至少得值三
百多，而且以前还会有客人打包回
家，现在的客人都好面子，几乎没
有客人再打包了，一些工作人员打
包回去也是喂宠物，没有哪次婚宴
不浪费的。”云海饭店工作人员说。
位于东岳大街的铁道大厦工作人
员称，婚宴肯定会有浪费，平均可
能浪费二三百元。

泰安市婚庆协会副会长王汝

国介绍，现在婚宴浪费已经是很普
遍的现象了，细算一下浪费也很惊
人。现在泰城一桌婚宴基本上在
680 元，一桌基本要浪费 300 元左
右，现在一场婚宴至少 30 桌，这样
一场婚宴可能要浪费1 万多元。“大
家参加婚宴的目的已经不在乎吃，
而且婚宴基本上都是大锅菜，质量
方面肯定不能跟平时比。”王汝国
笑称，婚宴也是一个面子工程不能
不办，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婚宴一桌仅有 3个人 有的饭菜基本没动

无奈的面子工程要浪费万元

本报泰安 10 月 12 日讯(记者
梁敏) 12 日，经过紧张筹备和施工，
泰西广场上的六大块浮雕全部竣工。
其中五块浮雕对泰山起源、自然景
观、典型景点等进行了介绍，深厚的
文化内涵、浓厚的泰山特色吸引许多
市民游人驻足欣赏。

“这说的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
事，说盘古死后，他的头化身泰山。”
12 日早上，几位外出旅游的退休老教
师在泰西广场上，讨论着源于泰山各
种传说、刚刚竣工的六块大型浮雕。
广场工作人员介绍，泰西广场中轴线
上的六大块浮雕于 11 日全部完工，
材质为大型花岗岩。设计该组六个浮
雕主要是借助高铁的窗口作用，展示
弘扬泰山博大精深的文化。

广场工作人员介绍，六大块浮雕
内容皆源自泰山深厚的文化内涵。第
一块浮雕介绍远古泰山的起源、传

说，盘古“垂死化身，眼为日月、头为
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
北岳、足为西岳，泰山故尊为五岳之
首”。第二块浮雕介绍了自古以来人
们对泰山的崇拜和敬畏，展示了登泰
山的第一印象。秦始皇册封的五大夫
松、李斯小篆碑、齐长城、孔子登临处
和登高必自石碑，以及一天门、红门
等建筑也都浓缩在这块浮雕上。

据了解，在六块浮雕中，最醒目
的是第三块。这块浮雕斜铺在台阶
上，把“五岳独尊、昂头天外”刻石和
泰山石敢当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是整
个浮雕的一个节点。泰山石敢当是来
自民间又影响世界的平民英雄，作为
正义的化身、平安的使者、镇宅化煞
的图腾，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已
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认同，充分诠释
了登泰山、保平安的理念。另外三块

浮雕则分别展示了经石峪、风月无边
刻石、迎客松、十八盘等经典景点，重
点突出了祥云包裹中手持“国泰民
安”护板的泰山圣母碧霞元君和东岳
大帝启跸回銮的盛况。

泰西广场六大浮雕竣工
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吸引游人驻足

本报泰安 10 月 12 日
(记者 王世腾) 12 日，记
者走访泰安各大农贸市场
和超市发现，国庆节后，蔬
菜价格普遍开始回落，跌幅
最大的是香菜，由节前的每
斤 10 元降到 3 . 5 元。蔬菜
批发商表示，本地蔬菜上市
是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

12 日上午 10 点，记者
来到傲来峰农贸市场，在各
个蔬菜摊位上都整齐地摆
放着新鲜的蔬菜。提起摊位
上蔬菜价格，摊主们均表示
自国庆节后蔬菜价格开始
下降。其中，菠菜由每斤 4
元降到 2 . 2 元，大白菜由每
斤 1 . 2 元降到 0 . 8 元，跌幅
最大的是香菜的价格，由节
前的每斤 10 元下降到 3 . 5
元。“整体上蔬菜价格下降
三四毛钱吧，价格估计还会
降。”摊主王先生说。虽然蔬

菜价格下降了，但是摊主们
表示每天的销售量并没有
增加。

随后，记者走访银座中
心店、大润发超市和岱北市
场发现，三地各类蔬菜的价
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虽然价格下降了，但是利
润并没有受影响。”岱北市
场的一位摊主说。国庆之
前，虽然蔬菜的价格高，但
是天气不稳定，一到傍晚就
要降价销售，最后卖出的价
格会低于进价。现在，价格
是低了，但是天气变冷，蔬
菜存储容易了，除去成本，
利润反而没有变化。

对于蔬菜价格下降的
原因，多年在岱北市场摆摊
的房先生分析，本地蔬菜秋
季大量上市，促使蔬菜价格
回落，春节前蔬菜价格不会
出现大的涨幅。

本报泰安 10 月 12 日
讯(记者 周倩倩) 10 月
13 日是世界保健日，记者
从泰城几大医院了解到，很
多市民还未养成定期查体
的习惯，导致很多疾病发展
到后期便很难控。

13 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包括癌症、高血压
等疾病，早期不宜被察觉，
发展到后期便很难控制病
情。家住泰城迎暄社区的史
传美说：“我今年 68 岁了，
患高血压也好几年了，平时
很少测血压。医院在我们眼
里都是生了大病才去的地
方。”

在泰安市中心医院老
年病二科做检查的市民刘
春和说：“我平时身体还可
以，就是经常头晕。孩子们

不放心让我来找专家看
看。”经过专家问诊和心电
图检查后，证实老人的心脏
不太好，心脏出现缺血的症
状，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
记者了解到，像史传美、刘
春和一样患老年慢性病的
居民很多，但是很多人平时
疏于检查，也很少去医院跟
进治疗。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干部保健与查体中心冉张
申主任说，不少人认为自己
身体好好的没有必要进行
健康检查，而很多疾病在初
期可能没有任何不适。让人
们谈之色变的癌症，大约
5% 是在体检中发现的，所
以，建议年龄在 40 岁以上
的市民每年都能够保证至
少一次体检。

本地菜扎堆上市拉下价格
菜价节后全面下跌，最大跌幅达 65%

约 5%的癌症可从体检中获悉
专家建议定期进行体检

精美的浮雕吸引了众多游客和
市民。 梁敏 摄

如今捏面人也要
与时俱进才能博得小
朋友的喜爱。11 日，在
农业大学北门，一位姓
范的老艺人捏出来的
各种卡通造型的面人，
从“孙悟空”到“喜羊
羊”都有，老艺人说从
前捏唐僧、猪八戒和孙
悟空等，而如今热播动
画片主角喜羊羊与灰
太狼颇受小朋友青睐。

本报记者 赵苏
炜 摄

卡通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