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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桐） 春节将至，
各类聚餐活动增多，食品安全风险加
大，为保障节日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有
效防控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1月16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春节餐饮
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节
日假期增强防范意识，科学合理饮食。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家庭聚
餐时，食品原料要从正规渠道采购，不
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或无相关证明的
进口冷链食品。烹饪食品时，应烧熟煮
透，尤其是肉、蛋和水产品。生熟食品
要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未食用完
的食品应该用保鲜膜密封，按存贮要求
进行常温、冷藏或冷冻保存；熟制食品
在室温存放时间应不超过2小时。

外出聚餐时，消费者应选择持有有
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单位
就餐，并索要正规发票或收据，做好留
存。慎食高风险食品，若选择食用凉
菜、熟食卤味和生食水产品等冷食、生
食类食品，应注意查看食品经营单位是
否有经营相关冷食和生食类品种的项

目。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以及有关法律禁
止食用的其他野生动物；禁止以家畜家
禽名义食用野生动物；禁止食用“长江
野生鱼”“长江白鱼”“长江鮰鱼”等长江
禁捕渔获物。

消费者在选择网络订餐时，应选择
配送距离较短、公示证照信息齐全、信
誉好的餐饮单位订餐；收到食物后要检
查包装是否完整、是否有被开启的痕
迹、餐食是否被污染等，并及时加工或
食用，勿长时间存放。尽量不网购凉菜、
生食食品和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

此外，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就餐还应
注意科学搭配膳食，多食富含纤维素、
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等清淡健康食
品，不暴饮暴食。多人共同就餐时，提
倡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杜
绝餐饮浪费。

春节期间，消费者在餐饮消费过程
中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拨打
12345市民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理
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春节餐饮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本报讯（记者 苑莘） 1月17日上
午，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总支组
织党员干部在聊城汽车总站开展“春运
暖程 情满旅途 平安健康 文明出行”
志愿服务活动，拉开了我市春运志愿服
务活动的序幕。

春节临近，春运返乡高峰到来。市
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作为市交通运
输局所属事业单位，开展此次活动旨在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营

造安全、健康、温暖的春运氛围。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分工明确。

部分志愿者在东广场候车室大厅引导
乘客参观文明交通宣传展板，并进行
讲解，帮助乘客提行李，为乘客送上一
份温暖。部分志愿者在候车室大厅购
票窗口维护秩序，发放创城宣传彩页，
广泛宣传安全文明乘车行为，引导公
众诚信文明出行，确保春运市民安全
健康出行。

春运暖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
扫房子……二十八，把面发”一
到腊月底，伴着记忆中熟悉的童
谣，年味儿愈加浓厚，家家户户
也飘起煮肉和面食的香气。

花糕是鲁西地区迎春节的
传统面食，花糕的制作原料以红
枣和面粉为主，蒸好的花糕造型
生动，在老百姓心中，它们有好
的寓意好的兆头，也意味着新年
即将到来。

1 月 17 日上午，腊月二十
六，福稻粗粮的老板王静不到6
点就起床了，前一天晚上最后一
锅花糕蒸好后已经是凌晨 3 点
了，她索性住到了店里。“一进腊
月，订单就多了起来，预订的人

太多，每天从早忙到晚，连饭都
顾不上吃。”在位于光明路上的
福稻粗粮店里，王静一边忙活着
蒸馍，一边向记者介绍。

在王静的小店里，除了传统
的花糕、枣花、枣卷，王静还将紫
薯、南瓜等磨成粉，和白面按照
一定的比例和面，制成各种颜色
的果蔬面饼，再包上红枣、板栗、
豆沙等馅料，做成福袋、石榴、元
宝等各种造型，花馍馍、花糕的
价格也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昨天蒸的是花糕，寓意步步高
升，今天要做的是福袋、石榴和
花馍馍，寓意福气满满、团团圆
圆！”王静说，“我们从腊月就开
始接受预订花糕了，每天的订单
量都在几十个，现在是预订的高
峰期。”

说话间，王静将一块由南瓜
粉做成的黄色面团在手中娴熟
地揉、搓，将准备好的豆沙馅包
裹进去，挤、压，三下两下就变成
了福袋的造型，再用剪刀、筷子
等工具雕饰加工，黄色的福袋再
点缀上大红色的蝴蝶结和福字，
瞬间变得生机勃勃。

“发面就是‘发财’的意思，
蒸馒头象征蒸蒸日上。过去，谁
家的馒头和花糕蒸得好，就表示
这家来年能‘发财’，生活蒸蒸日
上。”前来购买花糕的市民孙丽
英谈起蒸花糕顿时来了兴趣。
由于工作比较忙，没时间自己蒸
花糕，于是她购就买了几个，赠
送亲友。孙丽英说，“现在的订
制花糕不仅样式多，造型多，还
有粗粮的，既营养又健康。

花糕俏 新春到

本报讯 （记者 林金彦） 1 月 18
日，记者从全市2023年征兵工作会议
上获悉，今年两次征兵时间确定，征集
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我市将突出毕
业生重点，实施差异化策略，推行精细
化征集，严把关口，确保征集质量，确
保完成全年征兵任务。

根据2023年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上半年征兵从 2 月 15 日
开始，至3月31日结束；下半年征兵从
8月15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征集
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
学校毕业生征集，优先批准理工类大
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
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
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2022 年普通高
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可以
报名参加2023年上半年女兵征集。征
集年龄：男青年为2023年年满18至22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符
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
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
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不超过20周
岁；女青年为 2023 年年满 18 至 22 周
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
生放宽至26周岁，上半年征集的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
业生放宽至23周岁。

据了解，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

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
妹和现役军人子女，符合条件的应当
优先批准入伍。少数民族居住集中地
区应当多征集懂双语言、文化程度较
高、综合素质好的少数民族青年入
伍。革命老区应当多征集老红军、老
复员军人后代入伍。

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
征，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在同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且取得当地居
住证3年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应
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
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应征。适龄青年自行登
录“全国征兵网”（http://www.gfbzb.
gov.cn/），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报名应征。

据了解，我市2022年征集男兵中，
大学毕业生比例达到 78%，创历史新
高，全年实现“零信访”“零举报”“零责
任退兵”。今年，我市征兵工作目标
为：全年大学生征集比例控制在80%，
大学毕业生比例达到60%，征兵量化考
评成绩持续提升，实现“一高两无三满
意”。我市将加大宣传力度，严把关口
确保质量，周密组织实施，积极探索推
行企业征兵、定向征兵、精准征兵等方
法路子，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征兵工
作任务。

我市2023年征兵时间确定

■ 文/图 本报记者 林晨

年关将近，聊城街头张灯结彩，
披红挂绿，人们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
日氛围中。这两天，和聊城人一起过
大年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外国友人。

1月17日至18日，聊城市委宣传
部、聊城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组织开展

“外国使节在聊城过大年”活动，邀请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娜丽
卡·科迪卡塔女士来聊，触摸千年古
城、体验非遗民俗、了解传统习俗、品
尝特色小吃、参与直播带货，和聊城人
民一起逛大集、包水饺，感受浓郁而热
烈的聊城年味。

在古城区大集上，琳琅满目的小
吃和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吸引着娜
丽卡女士，她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
一支糖葫芦，边吃边逛，很快便融入
到新年的氛围中。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她来到三和纺织古城区直营
店，参观特色印染布料、成衣，好看的
款式、优良的品质，让她不时夸赞。

在聊创文化，娜丽卡女士感受到

了聊城非遗的魅力。走进一楼展览
中心，工作人员热情地向她讲解粗
布、柳编的传统工艺，一件件栩栩如
生的手工作品，让娜丽卡女士赞叹不
已。移步二楼实践基地，在非遗传承
人的指导下，娜丽卡学会了简单的柳
编制作，并开心地向大家展示。

位于古城区的聊城·中东欧之家

（聊城国际会客厅），对于向世界推广
聊城文化，促进聊城对外贸易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聊城很有魅力，
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产，我
们拥有大量红茶、印染品、蓝宝石等
特色产品，期待能有更多的商业合
作、文化交流。”“我们公司期待能够
借助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的力量，把

斯里兰卡的一些特色产品直接引入
聊城古城区，为两国商贸交流贡献一
份力量。”在会客厅，娜丽卡女士与相
关负责人深入交流探讨。

向聊城推介斯里兰卡文化、特
产，是娜丽卡女士此行的另一主题。

“大家新年好，祝你们新年快乐。”1月
18日上午，娜丽卡女士来到德莲电商
产业园抖音直播间，向广大网友推介
锡兰红茶、奶茶、椰奶等斯里兰卡特
色美食。不少网友点赞评论：“斯里
兰卡很美，很想去旅游。”“斯里兰卡
的红茶、奶茶都很好喝，我要下单。”

介绍完斯里兰卡美食，娜丽卡女
士又与工作人员一起包水饺，令人意
外的是，她的动作十分熟练，包的水
饺也有模有样。一旁的翻译向大家
解释，斯里兰卡也有类似中国水饺的
食物，制作方法十分接近。“两国的美
食，承载着双方的友谊。不论国籍、
肤色、语言，让我们此刻把心紧密相
连。”活动中，高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
部石倩说。

外国使节体验聊城年味

1月15日，一位小朋友在试戴东昌古锦手工帽。当日，东昌府区黄河大集“山
东手造·东昌府礼”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货精品展在米市街举办。参展商家100余
家，除了东昌工艺葫芦、东昌毛笔、东昌古锦、牛筋腰带等非遗产品，还有花糕、熏
鸡、中式虎头帽等具有聊城特色的食品和服饰参展。 ■ 张振祥

1月18日，东阿阿胶城内，工作人员在安装花灯。春节临近，我市各地扎制各种花灯，欢度新春
佳节。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1月18日，度假区政工部联合区住建局、
区文明办、湖西街道等部门与昌润社区民生6
号院小区物业共同开展“红色物业·聊来温暖”
主题活动，为小区居民送上暖心祝福。

■ 本报通讯员 柴百顺

在德莲电商产业园抖音直播间，主播向娜丽卡女士介绍中国传统花糕

本报讯 （记者 陈金路） 春节将
至，记者在高新区月季公园、古城区、湖
滨公园、南湖公园等各大景区看到，不
少市民走进景区，尽情享受疫情平缓后
的美好时光。各大景区提前谋划、精心
准备，营造了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旅游
环境。

1月19日，记者在聊城水上古城景
区各条街道看到，保洁人员不间断保
洁，确保景区整洁干净。在美食区域，
游客们在品尝完食物后，将垃圾袋拿在
手里，找到垃圾桶后丢入；在儿童玩乐
区域，不少器材游玩人数众多，家长们
引导孩子排好队伍，按照顺序游玩。记
者在景区看到，大部分游客都能做到不
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游客单金刚看
到 5 岁的儿子将吃完的糖葫芦竹签扔

到地上时，及时提醒。孩子也非常配合
地将竹签扔进了垃圾箱。

在聊城湖滨公园景区，新年新气
象，到处干干净净，随处可见一张张洋
溢着幸福、温馨、甜蜜的笑脸。“湖滨公
园里很干净，没看到随地吐痰、乱扔垃
圾的，我们经常来这里玩，很舒心。”在
城市主人小区居住的市民马平说。

在高新区月季公园，冬日暖阳下，
市民和游客漫步在景区的曲径上，边赏
景边聊天，不时发出爽朗笑声。景区设
有标志牌，提醒市民文明旅游。大多数
游客都能做到不大声喧哗，爱护公共设
施，举止文明。“这个假期天气好，室外
的游乐场所非常受欢迎。景区内游客
素质比较高，没有乱丢垃圾的现象。”一
位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文明出游迎新春 不负假期好时光

年货节上新意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