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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所学校参会，考生、家长中招会上“问招”

职业学校直播营销课展示引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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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冰姿

6月30日，第五届济南中考
志愿填报融媒咨询会在济南高
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还没到8
点半，场馆外面已经候满了人，
不少学生、家长赶来参加。进入
展会，家长们在各个学校展位旁
排起长队。

“我们一家人7点多就到啦，
昨天出了分数线，今天就想过来
问问情况。”在济南高新区实验
中学展位旁，刚刚咨询完学校的
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展会现场，参加此次中招会
的学校有70余所，包括普通高

中、国际高中、中职学校等。记者
在现场看到，不少职业学校展位
前挤满了人。职业教育近几年开
始迎来明媚的春天，成为很多孩
子的中考选择方向。

在济南历城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展位，两名学生一个拿着玉
米、一个拿着西红柿，正在现场
展示直播营销。“学生们展示的
是我们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的
一门课程。我们平时在学校有自
己的直播软件方便教学，此外还
会教学生直播技巧、直播话术、
文案脚本写作等内容，目前毕业
的学生中有很多从事电商行业
的，这门课的开设是我们学校结

合当下发展做出的一个新的尝
试，为学生就业提供更多出路。”
现场一位学校老师表示。

一些家长表示，“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现在的职业院校
就业前景也很广阔，孩子毕业后
可以选择的工作也很多，而且很
多学校也提供了升学班，孩子也
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
学。”

据悉，随着2022年山东省春
季高考变身为职教高考，中职生
到本科乃至研究生的路，将进一
步打通，给有意愿持续深造的职
校生提供了更多机会，打破学习
路上的“天花板”。

文/片 记者 袁野 赵长春

近日，济南市民赵锋（化名）
向壹点帮办记者反映，他家住在
天桥区西工商河路附近某小区，
前一段时间准备去地下车库开
车的时候，却发现入口处的玻璃
被砸碎了，上面还躺着一只死
猫。物业将破碎的玻璃和猫的尸
体清理后，却未将被砸碎的玻璃
进行修复，给业主的生活带来很
大不便。

据赵锋介绍，当时他准备去
地下车库开车，却发现地上有些
碎玻璃。“我抬头一看，车库上面
躺着一只猫，看样子已经死了。”
赵锋说，事情发生后，物业隔了
一天才来清理掉猫的尸体。“当
时天就挺热了，从猫嘴里都往外
渗了血水，楼上投诉的居民多
了，物业才去清理了。”

物业清理了猫尸体后，也将
破碎的玻璃清理了一些。“猫很
有可能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的，或
者是被人扔下来的。车库的顶是
钢化玻璃的，只有很大的冲击力
才可能被砸碎。”赵锋说，现场清
理完成后，碎了的玻璃就一直没
人修复。“地库上方就开了天
窗。”

“物业一直不修玻璃，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外面一
旦下雨，那个地方就会漏雨，外

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很不
方便。”赵锋说，如果再次发生高
空坠物的事情，没有玻璃挡着，
很有可能就会砸到人了。

赵锋说，这段时间他们业主
多次找物业，但这块碎了的玻璃
一直没人修复。“物业既然收了
我们的物业费，就该去维修，希
望这件事能尽快解决。”赵锋说。

6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赵
锋所住的小区看到，赵锋所说的
地库离居民楼很近，并且旁边就
是小区的物业办公室。站在地库
向上看去，上方的玻璃天花板缺
失了一块，旁边还有一些碎玻璃
没有清理干净。因为前两天济南
下雨，地库内还有存水。

帮办记者来到小区物业。
“事情发生有一段时间了，那天
早上我们看到一黄猫掉在地库
上了，砸坏了一块玻璃。”物业工
作人员说，事发后隔了一天，物
业的维修师傅就把猫的尸体清

理了。“应该是从高处掉下来的，
看样子不像是人扔下来的，可能
是失足掉下来了，之后也没人来
找过猫。”

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
之后他们就把此事汇报给产权
单位了。“这个地库是归产权单
位的，维修玻璃也应该产权单位
来负责。”物业工作人员说。

随后，帮办记者联系到产权
单位，该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这
件事应该由物业负责。“现在小区
都交给物业管理了，我们不可能
天天在那儿盯着。”工作人员说，
物业收了物业费应该去修。

帮办记者将产权单位的说
法告诉了物业的工作人员。物业
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此事汇报给
领导。“如果要动用维修基金，我
们领导会和产权单位进行协
商。”物业工作人员说。

目前，业主已将此事向有关
部门进行了投诉。

文/片 记者 李梦瑶
实习生 刘若宇

小西瓜风头
盖过大西瓜

6月29日，在济南八里桥蔬
菜批发市场的一个西瓜摊位前，
来买小西瓜的市民络绎
不绝。“这个瓜是网红瓜，
叫牛奶西瓜，也叫2K、超
越梦想，一个也就两斤左
右，别看个小，但是皮薄，
还特别甜。”说着，摊主张
女士就给记者切了一角
西瓜尝了尝。

“不是她自卖自夸，
是挺甜的！”市民刘女士
表示，她今年夏天专门买
张女士的小西瓜，一家三
口一次吃一个，刚好吃
完。张女士表示，她在这
里卖西瓜很多年了，今年
第一次只卖小西瓜，“看
到网络上都推这种小西
瓜，我就批发来了，2K是
1 . 8元一斤，产地是昌乐。
我也卖麒麟瓜，价格1 . 3元
一斤，个头比2K大一点，
产自天津。”

在市场里转了一圈，
记者发现，这里的西瓜摊
位几乎都卖起了小西瓜。
其中一名摊主告诉记者：

“今年小西瓜的风头的确
盖过了大西瓜，我卖的金
沙麒麟品种中等个头大
小，1.5元一斤，墨童品种无
籽、皮薄，个头还小，价格
是2.5元一斤，都很受欢迎，
百十个西瓜两三天就能卖
完。”据了解，他们家卖的
两种小西瓜都产自天津。

记者了解到，大西瓜
普遍为本地瓜，而小西瓜则普遍
产自外地，像天津、河北、东北等
地。在济南一大型连锁超市内，
记者也找到了好几个产自本地
的小西瓜品种，潍坊的特小凤
瓜，济南的珍珠红，寿光的墨童
西瓜等。这里的西瓜价格则高一
些，单价都在每斤3元以上。

今年价格亲民
更适合小家庭

“今年小西瓜价格低很多，

几乎没有超过两元钱一斤的，而
去年这样的小西瓜最起码卖到
两块五一斤。”问起为何小西瓜
多起来，商户们普遍认为，价格
低了，买的人也就多了。

记者对比发现，像济南本地
产的大西瓜京欣品种、纯沙地大
西瓜价格在每斤1 . 3—1 . 5元，东
北甜王大西瓜1 . 8元一斤，价格

与小西瓜相差不多。
“印象中的小西瓜普

遍都很贵，但今年很便
宜。”市民齐女士表示，她
一直喜欢买小西瓜，皮
薄、瓤甜，西瓜味浓，现如
今人们生活品质越来越
高，小西瓜即使贵一点，
也喜欢给家人买口味好
的。

市民董女士则表示，
小西瓜太适合像她这种
人口少的家庭了。“我家
里只有两口人，买个大西
瓜根本吃不完，冰箱也放
不下，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拉肚子。小西瓜体积小，
这样一次性就能吃完。”

据了解，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
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
小，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
口只有3人。同时，相关数
据显示，全国目前单身人
口已超过2亿，且独居的
现象非常普遍。这也就意
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小
家庭对于小西瓜的需求
也越来越高，商户们纷纷
开辟小西瓜的销售市场。

摊主张女士表示，
以往买小西瓜的往往都
是单身女孩、刚结婚的
小家庭和独居老人等，
但现在不管是价格还是
品相上，大家的接受程

度都更高了。
“现在大家送礼也很喜欢送

小西瓜，性价比很高。”摊主程先
生告诉记者，他们家也有礼盒装
的精品西瓜，品种是海南的冰糖
翠玉，价格3元一斤。

“很看好小西瓜的市场。”张
女士表示，她卖西瓜多年，发现
如今改种小西瓜的农户越来越
多，市场上品种也多了，随着价
格越来越低，人们的接受程度变
得更高，小西瓜或将取代大西瓜
成为夏天的“主角”。

通讯员 史大鑫

6月30日上午，济南市天桥
区堤口路街道在党群服务中心
四楼会议室召开“喜迎二十大·
初心庆七一”党员代表座谈会。
会议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
委书记、监察室主任王然主持，
党工委书记张华等领导班子和
各科室、社区负责同志及“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参加。

会议首先举行“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张华等领
导班子成员为老党员代表逐一
颁发纪念章，并向他们表示热烈
祝贺和崇高敬意。

随后，由新转正党员、社区
专职副书记、党支部书记代表分
享不同党龄段的初心故事。老党
员激动地说，能获得“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感到无上光荣，自
己身体较好，还能做一些工作，
愿在有生之年，永远听党话、跟
党走，永葆革命青春。

张华宣读《喜迎二十大 党
员当先锋》倡议书，带领与会新
老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铭记这
终生难忘时刻。“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响彻会场的誓词
庄严神圣，唤醒了每一名党员最
初记忆，那不再年轻的声音里，
不变的是赤子之心。最后，张华
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而富
有教育意义的专题党课。

高空掉下飞猫 砸碎车库玻璃
谁来维修成难题，物业称将和产权单位协商处理

每年一到夏天，蔬果店总能看到西瓜的身影，街边、超市、农贸市
场里的西瓜也永远不会缺席，摆出来的西瓜个顶个的大，目测一个就
十多斤。眼下，又到了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记者探访发现，今年济南
的西瓜市场上，广大的“吃瓜群众”却越来越青睐小型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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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口路街道召开党员代表座谈会

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把直播电商课搬到了中招会现场，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记者 张中 摄

车库顶部玻璃被砸出了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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