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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倩 王瑞景) 近

日，东营市护城河老干中心

段经常有游人驻足观望。记

者询问后获知，原来这些游

客都是慕海鸥之名而来。十
月中旬以来，每天都有上百
只海鸥飞至此处觅食戏水，

给护城河风景区增添了一股

灵性。

7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

在东城护城河老干中心段看

到，十几只海鸥盘旋在护城

河和周边建筑上空。正在拍

摄海鸥的刘先生对记者说，

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在这

里拍摄海鸥一个星期了。

“最多的时候来了一二百
只，中午太阳好的时候它们

就落在东边河岸上。但是这

些海鸥怕人，你一靠近，它

们就飞走了。”记者来到刘

先生说的河东岸，发现岸边

有一些新鲜的鸟类粪便，而

正浮在河面的五六只海鸥

“听”到人声，一起向着南边

的天空飞去。

经常在河边钓鱼的葛先

生告诉记者，海鸥来了有半
个月了，每天上午 10 点左右

就有海鸥飞过来，等到下午三

点钟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就

向北飞走了。住在护城河西岸
的邢女士介绍，往年没有见过

有海鸥来，“它们的眼睛可尖

了，看到有鱼，一头就扎进水

里。最近每天都有人拿着照相
机来拍照。”正在河边散步的

王女士也说，以前偶尔看到一
两只海鸥，像今年这种大规

模的海鸥还是前所未见的。

王女士表示很喜欢这些海

鸥，“以前来河边散步很单

调，现在有了这些海鸥，感觉

很有意思。”

东营市观鸟协会的郭秘

书长分析，这些海鸥的到来，

跟护城河水质及周边环境的

改善有关。郭秘书长说，这些

海鸥主要为红嘴鸥和银鸥，

都是迁徙鸟类，它们来这里，

主要原因是河里有鱼。“东营

的河水跟渤海贯通，海、河交

汇，所以，河水的盐度比较

大，是比较适合海鸥生活的

环境之一。我觉得这群海鸥

是从北方飞来过冬的，选择

东营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

境，东营被称为‘鸟类的国际

机场’。而选择这片护城河水

域，说明这里的环境好，再加

上今年秋天雨水较多，河里

的鱼多。”

东营市绿化处的孙主任

告诉记者，今年 6、7 月份，绿

化处对东城所有水系进行了

一次集中换水，河水刚刚更

新上黄河水。每隔一段时间，

绿化处就根据水质情况，往

护城河洒入微生物制剂以改

善和保护水质。他们每天还

安排专人打捞护城河里面的

垃圾。记者在护城河边看到，

河水清澈透明，河面干净，杂

物很少。“今年下半年我们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用于

治理护城河，水质得到了大

幅度提高。但是，还是有部分
居民会倾倒生活垃圾和污

水，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投入

去清理。希望广大市民增强
环保意识，共同保护我们的

护城河，让这里变成鸟类永

远的天堂。”

上百只海鸥“做客”护城河
有关专家分析：这跟鱼类的丰富和周边环境的的改善有关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巩曰卿 黄琨) 5

日，世界上扫描速度最快、最先进的

飞利浦 256 层螺旋极速 CT，国际最

先进的大型影像设备 FD20 血管机，

同时在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正式开机

投入临床应用。

据油田中心医院 CT 室主任杨

新国介绍，这种 256 层极速 CT 具有

扫描速度快、辐射剂量低、图像更清

晰的特性，可以在早期就发现微小病

灶。它的探测器范围达到了 8 厘米，

是目前普通 64 层 CT 的 2 倍。自 7

月初试运行以来，每天都能接诊 70-

80 例患者。

256 层螺旋极速 CT 机适用于心

血管、脑血管、脏器肿瘤等疾病的筛查

及其他全身的应用。“同时开机的还有

FD20 血管机，也是当今国际最先进的

大型影像设备，最重要的是它拥有 3D

立体重建功能。”据了解，这种新型血

管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病人和操作人

员的辐射伤害。自 8 月 6 日试运行以

来，已经接诊近百例患者。

这两台设备的引进和使用，将大

大提高东营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断与

治疗水平。

两台先进医疗设备

东营“安家”

6 日晚上 7 时许，在西城新华书店六楼，东营市明星学校组织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大小记者见面会”。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张倩 武希栋 摄影报道

校园小记者节日共联欢
孩子们向往长大做名好记者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李沙娜 ) 为迎接

第 1 1 个记者节，6 日，东

城学校《小主人报》的 3 0

余名小记者邀请本报记

者，互相探讨采访经验和
技巧，一起欢度记者节。

活动开始，首先是小

记者们的新闻播报。

负责老师介绍了《小

主人报》以往的成绩，孩子

们所表现出的新闻敏感、

新闻采访技巧、新闻写作

能力一点都不逊色于这些

“老”记者们。东城学校的

小记者的还深入社会进行

过采访，用数码相机拍照、

用 DV 录制，出色地表现
出做一名记者的潜质。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双方的交流，在场的

记者们都觉得“从这些小

记者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

西”。

最后小记者们兴高采

烈 的 唱 起 了《 文 明 在 哪

里》，小记者表现出的对新

闻的热爱，让记者感动。记

者从中也学到很多，在心

里默默祝福小记者们，采

访更多的新闻，写出更棒
的新闻。

东营为我省建生态城“打头阵”

力争 3 年建设 12 项生态低碳示范项目

本报 10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郝文杰 通讯员 卢德华) 5

日，东营市政府与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签署了共建省级低碳生态

示范城市合作框架协议，成为省
内首家共建省级低碳生态示范城

市。东营将力争三年内建成十二

项生态低碳示范项目。

协议签署后，我省低碳生态

城市建设的最新政策和技术优先
在东营试验，相关项目优先落户

东营。东营也将积极建设低碳生

态社区、绿色照明、绿色建筑、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住宅产业化、

城市节水和水循环利用、污水处

理与中水回用、垃圾处理等各类

低碳生态示范项目。

据了解，东营市还将每年

安排一定资金用于低碳生态技

术研究，推动东营低碳生态城

市建设技术创新。东营市在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指导下，参
与了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政策
标准制定，研究建立低碳生态

城市的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

系，建立低碳生态城市监测评
价制度。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巡视

员李兴军说：“通过双方合作，探

索在城市发展转型和北方气候条

件下的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模

式。力争通过 3年时间，将东营市

逐步建设成为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低、生态系统良性运转、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城市，成为我省低碳

生态城市建设的样板。”

石油大学蒙坚教授表示，

把东营打造成低碳生态示范城
市跟东营走绿色、高效生态发
展的定位相一致。城市生态环

境的改善，会提高市民的生活

质量和生命质量，增强百姓在

城市生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另外，生态城市的建设也会全

面提高东营城市的品位和形

象，增加东营美誉度，对于吸引

人才和吸引投资都有一定促进

作用。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闫西龙) 7 日，记者从东营市旅游局

了解到，2010 年东营市“全国导游人

员资格考试”准考证已全部打印完毕

并发到各报名点，考生可以联系自己

所在报名点领取，领取时间截止到
11 日。

据了解，东营市共有 383 人报名

参加 2010 年导游资格考试，其中包
含 35 名报考外语导游资格的考生。

领取准考证事宜可以联系东营市旅

游局。导游资格考试全省统一笔试将

于 2010 年 11 月 13 日、14 日进行。

导游资格准考证

开始领取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张

大宁 通讯员 陈秀生) 7 日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立冬，标志着冬天的到来。

这一天气温也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仅

有 15℃，中午的一阵小雨，更是让行人

感到丝丝凉意。据市气象台预报，此次

天气变化将持续三到四天。

8 日，气温仍然较低，气象专家建

议市民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

9 日，气温稍有回升，不过最低

气温仍旧较低，预计 10 日气温将有
回升。

未来两天具体天气预报为：8 日

多云转晴，气温 5℃－13℃，北风 3－

4 级；9 日晴间多云，气温 3℃－

15℃，北风转南风 3－4 级。

未来两天气温

依旧较低

7 日早晨，辽

河路一商场露天摊

位前，商户在用自

行车等物品抢占有

利位置，有的甚至

干脆自个儿冒着冷

风站到了路面上，

占住摊位，等待同
伴到来。商户纷纷

抓住周末这一黄金

商机，抢占销售先
机。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

道

抢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