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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踊跃报名“城乡小朋友暑期手拉手”活动

还剩10个名额，快来报名吧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
(记者 赵苏炜) 16日晚，
龙女士乘出租车时将手机
拉在车上。后上车的乘客
发现后交给司机，司机为
还手机，特意跑空车从城
东赶到城西。

16日晚10点左右，龙
女士在银座商城东岳店附
近乘出租，后在市政广场
附近下车。下车后，发现手
机不见了，就一直用其他
电话给自己手机打电话。

半个小时后，龙女士
的手机被出租车司机接
听。出租车司机核实龙女

士的位置后，表示会马上
把手机送还。

20分钟后，一辆车牌
号为T2261的出租车空车
从泰城东边的小井村赶到
15公里外的市政广场。司
机不愿透露姓名，觉得这
种事经常遇到，出租车司
机说：“接起电话时，正往
小井村送乘客。期间有两
位乘客说车上有电话响，
停车找才发现，也多亏没
被其他乘客拿走。为了赶
紧送手机，有乘客也不拉
了，这样不会耽误太多时
间。”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
(记者 白雪 ) 本报和安
利泰安分公司发起“城乡
小朋友暑期手拉手”，组织
20名农村娃和20名城里娃
一起参与丰富多彩的暑期
活动。小记者纷纷报名，现
在还剩10个名额，想报名
的抓紧啦。

小记者王启越很少有
机会接触农村孩子，“他们
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
方，我看过‘新年心愿’的
报道，这些和我们一般大

的孩子，早早学会做家务
和农活，帮爸爸妈妈承担
家务，太独立了。”王启越
说，要尽最大努力，去关心
这些小伙伴。

17日，在报纸上一看
到消息，本报校园小记者
李英文琦马上打电话报
名，“能和他们一起过暑假
很高兴，我可以教给她们
许多东西。平时小记者经
常组织活动，我长了不少
见识，相信他们参加后，也
会有很大收获。”

小记者徐蓬辉今年参
加报童营销秀活动，体会
到参与活动的乐趣。“许多
活动能让我们不知不觉地
学会课本以外的东西。希
望能碰到投缘的农村小伙
伴，以后大家常来往，一起
进步。”

农村娃张存希望活动
能快点开始，他说做梦有
时都会梦到在城里的影剧
院看电影。

本报和安利泰安分公
司发起“城乡小朋友暑期手

拉手系列活动”，将从两年
来“新年心愿”曾帮助的近
200名孩子中，随机选出20

名农村娃，带他们来城里参
与有趣的暑期活动。活动计
划下周一开始组织第一场
活动。现在正从本报小记者
中选出20名孩子，与他们一
起参加活动，交朋友。

想参加“城乡小朋友
暑期手拉手系列活动”的
小记者，可拨打本报热线
6982110报名，目前还有10

个名额。

的哥空车跑15公里

还乘客落下的手机

网上写作业难住老教师
电脑操作不熟练，有人“偷懒”找人替做

本报泰安7月 1 7日讯
(记者 白雪) 15日到20

日，山东省初中教师远程
研修。记者了解到，泰安
市今年有 9 6 0 8位学员参
加，截至17日下午3点，已
发表作业7998份。在网上
写作业，难倒不少对电脑
不精通的老教师。有的老
师不停地向计算机教师
请 教 ，甚 至 也 有 人“ 偷
懒”，让年轻教师帮着做。

17日，省初中教师远
程研修的第三天，泰山实
验中学张老师说，“在网
上做作业真不容易，昨天

提交作业就没提交上，又
专门找计算机老师指导，
才提交上。暑假的远程研
修确实很有用处，只不过
对 老 教 师 来 说 ，是 有 点
难。”

16日，山东省中小学
教师远程研修项目办公
室发布《关于暂时关闭模
块三作业提交功能的公
告》，公告中说，“我们发
现有些老师为了急于完
成研修任务，在没有认真
学习并理解课程内容，也
没有理解作业设计要求
的基础上，将作业匆匆完

成并提交，这些作业既不
完 整 也 不 符 合 要 求 。为
此，经研究决定暂时关闭
模块三作业提交功能，请
大家认真学习课程内容、
理解作业要求，并在此基
础上完成模块三作业。”

一所农村初中的老
师说，50岁以上的老师可
以不用参加研修，但快50

岁的老师还得参加，他们
一提起做作业就头疼，找
年轻老师帮做作业，但年
轻老师觉得不是自己的
作业，也不是很用心。

“要是单从专业方面

来说，老教师教学经验挺
丰富，做作业并不难。但
现在必须把专业知识和
信息技术相结合，做作业
是有点吃力。”

肥城市一所初中学
校的老师说，他认为，老
师找人替做作业还不如
自己好好学学怎么做，毕
竟以后教学中要经常用
到电脑。“我们学校的老
师刚开始学习时连网页
都不会打开，现在已经学
会下载软件，作为老师更
应该多学习各方面的知
识。”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刘峰 尹承光 ) 记者
走访泰城三个汽车站了解
到，半个月时间里，车站员
工共捡到十几件行李，丢
行李的多是学生。

17日，泰安交运泰山
汽车站工作人员说，12日
上午9点，一位满头大汗的
学生小刘跑到泰山汽车站
值班室，对工作人员说，他
的行李箱一小时前落在乘
坐的客车上。

小刘是英雄山中学的
学生，当日早晨从燕家庄
坐来泰安的客车，到泰安
后准备与同学统一到高铁
集合去济南参加特长学
习。下车时，因急着和同学
联系，无意间把一个行李
箱落在车上。因为没记住
车牌号，又无法说清车辆
特征，值班工作人员对小
刘可能乘坐的4条线路19

个车次逐一查找核实。当
询问到一辆刚从麻塔到泰
安的一辆车时，驾驶员说
刚才下港鲁J01599号车司
机说车上有一个行李箱无
人认领。工作人员当即与
小刘一起找到该车司机，
司机从汽车后备箱内拿出

行李箱交还到学生手中，
并当场让小刘打开行李箱
查验，所有行李一样不少。

15日，一位复员军人
陈先生将一塑料包交到泰
安汽车站服务台。当日上
午9点左右，陈先生在候车
室内捡到一塑料包，内有
2000元现金和病历。拿到
塑料包后，车站工作人员
通过广播寻找失主，半个
小时内找到失主李先生。

“近段时间，丢行李和
东西的比较多，昨天车站
还捡到一部学生丢失的苹
果手机。”泰安汽车站工作
人员说，这几天捡到的四
五件行李都是学生丢的。

近半个月，泰山汽车
站、交通宾馆汽车站、泰安
汽车站共捡到十几件行
李，不同于身份证、银行
卡、钥匙，找到行李失主比
较容易。进入7月份以来，
学生放暑假回家，这段时
间内许多学生因大意将行
李遗忘在客车上。

车站工作人员称，乘
客如果丢了行李，可拨打
2 1 8 8 7 7 7 (泰安汽车站 )、
2 1 8 0 1 8 8 (泰山汽车站 )、
8416879(交通宾馆汽车站)

三个客服电话登记、查找。

人走了行李落车上

半月现十多个“马大哈”

1 6日，天外村
附近一凉亭前堆积
大量杂物。据附近
商户介绍，此地经
常被一个拾荒男子
占据，他经常把物
品和捡拾的破烂存
放在此。
本报记者 赵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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