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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 10月 12日讯(记者 邵
艺谋) “什么是爱情？大学生应该怎样
谈恋爱？”11 日，一堂别开生面的“恋爱
课”在泰山学院开讲，这是大一新生们
首次接触这门课程，也是恋爱心理成为
必修内容后在泰城高校的“首秀”。

11 日下午，记者来到泰山学院外语
系一间大教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大一
新生，教室的黑板上写着一行字———

“走出青春的沼泽——— 论大学生健康的
恋爱观”。由于还没有开始上课，学生们
都纷纷议论了起来，怎么大学里还有恋

爱课？恋爱课都讲些什么？学生们兴奋
地讨论着。

该课程由泰山学院大学生心理发
展教育中心主任陈淑萍主讲，她先是
通过《关雎》这首诗和一些作家关于爱
情的描述向学生们讨论了什么是爱
情。然后又引导学生们展开了“大学生
能否谈恋爱？应该怎样谈恋爱？”的思
考。“在大学中恋爱是大家的自由，但
应在自己的爱情观透彻审视的前提下
进行。”陈淑萍通过一些实例讲述了大
学生恋爱的一些特点和容易引发的困

惑，并向学生们介绍了自我调节的方
法。

陈淑萍介绍说，大一新生由暑假之
前的高中生转化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对
自己的角色定位还不是很准确，对大学
的生活充满了新奇、神秘和向往。“中学
时期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但是在大学
中，学生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这其
中就包括恋爱。”陈淑萍说，大学生谈恋
爱早已不是禁忌，所以学校和老师要及
时对他们做好引导，以免学生在恋爱中
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什么是爱情？怎样谈恋爱？

大学课堂首秀“爱的教育”

泰安市宏辰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
宁经理介绍，他们是租车运货，所以租
车费占了成本的很大比例。而现在很
多车主都要求提价，有的高达 500-600
元/车，只是碍于合同期限为一年，所
以这种提价暂时还是单方面的。但如
果合同到期，涨价也会如期而至。

“2008 年的时候，房租是 8 元/平
米，但现在将近20 元/平米。”泰山大华
快运的负责人杨女士告诉记者。房租涨

幅达 150%，但这几年的服务费价格却
基本未动，所以快运行业的经营越来越
显“疲惫”了。不仅如此，快运公司的数
量与日俱增，仅泰安光彩大市场内的快
运公司就达到十几家之多，仅泰安———
济南专线的快运就有四五家。如果一家
涨价，其他不涨，那就会失去很多市场，
甚至“老市场”、老客户。

山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岳书铭教
授介绍，国内很多快递、快运都进入了

价格上涨期，泰安相关行业价格“洗
牌”也在所难免。岳教授解释，当前物
流业还未进入规模经济范畴，成本压
力普遍较大。在当前市场需求比较旺
盛的情况下，在现有价格基础上经营
和运行，尚可维持其发展，但如果存在
外界因素的波动或刺激，其价格很有
可能会有所调整，尤其是租金、运费、
人工费等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上涨的
可能性是很大的。

本报泰安 10 月 12 日
讯(记者 邵艺谋 通讯员
杨宇) 10 日，在山东农

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任教
的德国专家波尔曼博士，正
式接过了“泰山友谊奖”的
证书和奖章，成为荣获泰安
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首批“泰
山友谊奖”的获奖人之一。

10 日，泰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泰安市外
国专家局的领导专程来到
了山东农业大学，向该校国
际交流学院任教的德国专
家波尔曼博士颁发了首批

“泰山友谊奖”的奖励证书
和奖章。据了解，波尔曼博

士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期
间一直担任德国埃森经济
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派驻
山东农大教学部主任，同时
他还担任学校《经济学管理
基础》、《西文经济学》两门
课程的主讲教师。他用精
辟、独到的学术见解开阔学
生们的思路和视野，用新颖
独特的思维方式启发同学
们的想象力。

据悉，“泰山友谊奖”是
泰安市政府为表彰和奖励
在泰安建设和发展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
立的最高荣誉奖，也是对外
国专家的最高奖励。

在泰授课三年，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

农大外教获“泰山友谊奖”

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
者 李兆辉) 近期，村镇
银行作为新鲜事物落户泰
安肥城市。11 日，记者了解
到，作为泰安市首家村镇银
行，山东肥城民丰村镇银
行，将于 13 日对外营业，其
主流客户将是区域内的农
民、居民以及农业龙头企
业、中小民营企业。届时，大
学生村官创业贷款、青年创
业贷款等个人贷款也将成
为亮点业务。

11 日，记者从山东肥
城民丰村镇银行了解到，民
丰村镇银行已经开始进行
银行办公系统调试，13 日
进入基本业务营业阶段。其
负责人张辉介绍，作为泰安
首家村镇银行，农民、农业
企业、中小微企业将是其服
务的主流客户。

经了解，山东肥城民丰
村镇银行是由江苏宿迁民
丰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主发
起人发起的地方性商业银
行。据民丰村镇商业银行负
责人张辉介绍，作为地方性
商业银行，他们的服务对象
以区域内农民、居民以及农

业龙头企业、中小民营企业
为主流客户，适度关注中高
端客户，争取几年内，将山
东肥城民丰村镇银行建设
成为地方政府首肯的银行、
城乡居民首选的银行。

民丰村镇银行的业务
品种与其他商业银行基本
相同，但突出了特色和主
流。业务品种主要包括个人
业务和公司业务：个人业务
包括储蓄存款、银行卡业
务、网上银行、个贷业务；公
司业务涵盖存款、融资、结
算、代理和网上银行等商业
银行的基本业务。而作为一
家村镇银行，民丰村镇银行
又把产业一体化贷款、大学
生村官创业贷款，以及一些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业
务放到重要位置。

经了解，自 2006 年银
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
行业准入政策以来，各地村
镇银行的组建和发展非常
迅速。据张辉介绍，民丰村
镇银行于今年 6 月份通过
山东省银监局筹建批复，7
月 15 日从泰安市银监局获
得金融许可证。

泰安首家村镇银行营业
农民、中小微企业成其客户主流

泰安本地物流价格按兵不动
这种“坚守”，让很多商家感到吃力
本报记者 李兆辉 王鹏

上月，圆通快递宣布在上海各分
公司进行价格上调，本月，顺丰速运
紧随其后宣布调价，不少市民担心，
新一轮的快递涨价潮将重现。对此，
记者从泰城多家快递公司了解到，他
们目前仍然是按原价收费，并没有出
现涨价跟风现象。

经了解，圆通泰安到省内快件

10 元/公斤，省外(莱芜到上海、北京)
15 元/公斤，未有涨幅；申通泰安到
省内快件 10 元/公斤，省外(泰安到
上海、北京)15 元/公斤，也未有涨
幅。“现在快递行业就是薄利多销，
竞争压力很大，我们不敢贸然涨
价。”一位快递员告诉记者，众多民
营快递都有涨价压力，但鉴于目前

本地快递企业多达数十家，跟风涨
价的可能性较小。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仅驻泰的快
递公司“坚守”价格低位，泰安物流行
业内的很多快运和物流公司也不敢
轻易涨价，虽然房租、人工费、运输费
等各项成本都已经让他们感到“吃
力”。

>>泰安快递暂时没有涨价

>>价格坚守让泰安物流很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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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的物流公司感到压力很大。 李兆辉 摄

近日，快递行业
进入涨价期。9 月 30
日，顺丰正式发出“ 10
月 8 日起顺丰速运部
分快件价格调整”的通
知，国内其他快递公司
也驶入价格上涨“快车
道”。然而调查发现，泰
安本土物流却暂未跟
风，快递、快运的服务
费用仍“按兵不动”。但
很多商家表示，“上涨
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