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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形象

“安利环保嘉年华”触摸自然
近两万名市民体验低碳生活

本报泰安 11 月 7 日
讯 ( 记 者 李芳芳 ) 6
日、7 日，“安利环保嘉年
华”在泰山广场上完美呈
现，融互动性环保体验与
知识型嘉年华于一体的
大型环保互动教育主题
公园开园两天吸引了近
2 万人参与。

6 日上午 8 时左右，
记者来到泰山广场看到，
虽然距“环保嘉年华”正
式开园还有一个小时，但
是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
孩子在现场等待，还有不
少孩子抵挡不住各种游
戏的诱惑，忙着体验起
来。“让我们从身边小事
做起，节约资源、减少污
染、绿色消费、保护自然，
达 到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9 时 30 分许，在
绿色小使者稚嫩的童声
中，“安利环保嘉年华”热
闹开场，孩子们迫不及待
地奔向了游戏区。

“我经常给孩子讲
一些环保知识，但不如这
种体验活动生动具体。只
有孩子亲自体验过后，才
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怎样
的生活习惯和做法才是
环保的。”正在陪着孩子
玩“小鱼游回大汶河”游
戏的李玉玲女士说，她的
孩子喜欢钓鱼，一到假期
总是嚷嚷着去湖边。今天
孩子玩过这个游戏后，觉
得小鱼作为大自然里的
一个物种，人类应该好好
保护它们。

记者发现，每个趣味
游戏区里都站满了等待
体验的大人和孩子，几款
抢手的游戏前更是排起
了长达 10 米的队伍。“活
动真不错！”“活动真有意
义！”类似这样称赞的话
不时从家长口中说出。安
利泰安分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主办方设置了 13
款精彩的绿色小游戏，小
朋友们时而化身勇敢的

“森林警察”，保护森林中
的小动物；时而成为环保
特勤队员，在“环保大灌
篮”里学习如何分辨可回
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妙趣横生的环保游戏让
孩子们轻松学到了很多
实用的环保知识，活动现
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粗
略统计，两天时间共有近
2 万人入园体验。

泰安市环保局局长
周杰说，泰安是全国环境
保护重点城市，一直重视
环境保护工作。“十一五”
期间，全市二氧化硫减排
任务已经提前两年完成，
COD 减排任务也可于年
底全面完成，但是节能减
排和环境保护的任务依
然艰巨。“安利环保嘉年
华”活动，通过有意义的
活动内容和形式，在宣传
普及环保知识的同时，
使“低碳环保”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让低碳经济
进入寻常百姓家、让低
碳行为成为公民的自觉
行为。

本报泰安 11 月 7 日讯
(记者 李芳芳) “安利环
保嘉年华”活动，除了众多
精彩的环保趣味游戏外，活
动区内设立的一面涂鸦墙
成了孩子们的最爱，各种创
意让人赞叹不已。

“我画的是《我爱我
家》，希望种上这些树后，我
们的家会变得更加漂亮。”
只有 5 岁的李雨凡用稚嫩
的声音介绍着自己的作品，
她准备把这幅以绿色为主
要颜色的作品，张贴在涂鸦
墙的最中央。“我要画企业
和环境的关系，你看这个地
方的工厂，排出的气体把树
木都熏死了。另一边有污染
的工厂停工了，树木是绿色
的。所以应该少一些污染，
绿色才能够多起来。”上五
年级的刘欣宇讲解着自己
的想法。

记者发现，涂鸦墙上
张贴了上百张作品，各种
各样的画作充分展示了孩
子们的想象力，孩子们天
真独特的创意引来了家长
们的称赞。其中一幅名叫

“大熊猫也爱环境”的作品
格外引人注意：在一片郁
郁葱葱的竹林里，有一只可
爱的大熊猫手提着一个环
保袋，在不停地捡拾路上的
垃圾，很是醒目。这幅画的
作者是名叫吴颖的小朋友，
她告诉记者，如果人人都能
像这个大熊猫一样爱护环
境，那么我们的地球就变得
更美了。这一独特的创意，
立即让在场的家长们忍不
住夸赞起来。

“一面小小的涂鸦墙张
贴着孩子们对环保的思考，
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应该
在平时的生活中注意环保
低 碳 ，给 孩 子 们 做 好 榜
样。”一位家长说。

本报泰安 11 月 7 日讯
(记者 李芳芳) “安利环保
嘉年华”活动的举办，既给家
长和孩子带来了快乐，也让
他们学到了不少环保知识。

“以前，总觉得电池是可
回收利用的资源，今天领着
孩子来做‘环保大灌篮’游
戏，才知道电池不能回收。”
领着孩子来参加“安利环保
嘉年华”的市民马女士说，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将写着
各种垃圾的小气球分类投
入 2 米外的“垃圾筐”中。比

如废纸要投在写着“可回
收”的“垃圾筐”中，废弃电
池就应该投在“不可回收”
这个筐中。她一直教育孩
子，玩具里的电池如果没有
电的话，一定要收好，说不
定还可以再回收利用，没想
到“安利环保嘉年华”这个
活动让她及时发现了这是
个错误。

和马女士一样，在“嘉年
华”学到环保知识的市民不
在少数。上小学五年级的王
浩风告诉记者，通过玩“绿色

动车组”游戏，知道了动能可
以转化为电能，电能可以用
在很多家庭和工业企业中，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

“平时在家里，妈妈也总是教
给我一些节能环保的小知
识，比如洗脚水、洗衣水可以
用来冲厕所，出门一定要关
灯。但有时候自己总是把这
些嘱咐抛到脑后，今天亲自
体验了低碳环保之后，觉得
环保就在我们身边，应该从
自身做起，爱护环境、节约
资源。”王浩风说。

联通信息化助力远程教育
今年年底，所有站点实现宽带接入

涂鸦创意墙

孩子们最爱

“原来电池是不可回收的”

市民现场学习环保知识

本报泰安 11 月 7 日讯(记
者 李芳芳) 5 日，记者从泰
安市远程教育工作会议暨宽带
网络建设签约仪式上获悉，泰
安联通将和市远程教育中心
紧密协作，通过建设改造远程
教育互联网传输服务系统，实
现所有站点年底全部接入宽
带。

泰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
千弘表示，依托泰安联通覆盖
全市、优质高效的宽带网络，远
程教育可使广大农民更好地了
解党的方针政策和致富信息，

用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和农
村现代化，不断丰富基层文化
生活，提高全民素质。

据了解，从 2005 年 9 月开
始，原泰安网通与泰安市委组
织部远程教育中心共同启动了
农村党员上网工程。截止到
2006 年 10 月，全市 3700 多个
行政村，80% 实现了远程教育
的网络接入。近两年来，泰安联
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大
力实施移动网、宽带网、固话网
的升级扩容，公司的网络质量
明显提升，通信能力进一步增

强。通过技术创新推出了具有
领先优势的沃 3G 业务以及一
系列融合业务，多样化、个性化
的通信产品满足了社会各界的
信息化需求。与此同时，泰安联
通还不断加快农村基础网络设
施的投资建设步伐，开展光缆
进村和村村通宽带工程。截至
目前，全市农村交换机容量达
到 85 万线，实现了全市村村通
电话，行政村村村通宽带，优质
的网络为农村信息化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据泰安联通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协议要求，截至今年年
底，全市所有具备条件的远程
教育站点将全部实现宽带接
入。“改造后的互联网传输服务
系统，功能将更加强大，学用也
更加方便，可实现实时转播、现
场直播、视频会议、个性化学
习、在线服务六大功能，其功
能和定位也将实现‘党团员干
部受教育、人民群众得实惠’
的要求，使远程教育真正成为

‘党员干部身边的网络党校，
农民群众门口的免费课堂。’”
李千弘副部长说。

泰安联通和泰安市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中心正
式签署合作协议。

1、泰安市环保局向安利泰安分公司颁发“热心公益 践行环保”荣誉牌匾。 陈琳 摄
2、“北极熊”乐乐和小朋友亲密接触。 陈琳 摄
3、小朋友们在游戏中体验低碳环保。 陈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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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演出现场，小朋友秀茶艺。 陈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