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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社会

本本报报第第二二届届暑暑期期军军事事夏夏令令营营招招募募
开营时间为8月27日-29日，限报30人，欲报从速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张萍)

本报第一届暑期军事夏令营已经完
美落幕，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短短

三天时间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非
常满意。应家长的要求，本报将于8月
27日-29日举办齐鲁晚报第二届暑期

军事夏令营，目前开始接受报名，限
报30人，预报从速。

在第一期夏令营，孩子们虽然
是第一次离家居住，但是都表现得
非常优秀，他们敢于吃苦，在不断的
PK中学会了团队合作精神，培养了
坚韧不拔的毅力。尽管身体十分疲
惫，但孩子们却坚持下来，努力做到
了最好。他们从最初的陌生到渐渐
熟悉，在不断的配合和摸索中，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孩子还成为了
很好的朋友。

应家长要求，本报第二届暑期军
事夏令营将于8月27日-29日举行，同
样为期3天，在日照和青岛两地进行
拓展体验活动，军事化的训练模式能
帮孩子们在开学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第一天，教练将为孩子们举办开
营仪式，让孩子们体验破冰之旅，训
练团队合作精神，接下来还会进行解
开千千结的训练项目，感受团队合作
的重要性。孩子们还将学习紧急自救
课程，学会在突发情况下保护自己。
在训练之余，孩子们还会到沙滩进行
创意秀，提高发散思维能力。

第二天，孩子们将前往青岛，参
观百年老校——— 中国海洋大学，感
受浓浓的学术氛围。午餐结束后，教
练将带领孩子们前往青岛海底世
界，感受神秘莫测的海洋之旅。另
外，孩子们还会前往中国唯一对外
开放的全面反映中国海军发展史的
红色经典爱国教育基地——— 中国海
军博物馆，学习军事课程。课程结束
后，当天返回日照。

第三天，孩子们将挑战野外军
事拓展训练。沿海越野跑将拉开一
天紧张而有趣的训练。孩子们将体
验夺宝奇兵，换位思考，争当小勇
士。训练完毕后，孩子们还将进行小
小商人基本军事训练，小队战术训
练和真人CS枪战，感受惊险刺激的
同时，训练野外生存能力。

本次夏令营活动费用698元/

人，包括3天的车费、住宿费、意外保
险、景区景点门票费用、伙食费、拓
展训练费用。凡是本报小记者凭小
记者证还可减免20元/人。

凡是年龄在7-15岁的孩子均
可 报 名 参 加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为
18663392870、8397221。报名地点
为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 (丽城花园
西门沿街19号楼105房间)。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张
萍) 体验都市慢生活，享受快
乐亲子游。为了丰富孩子们的
暑期生活，本报将于8月24日

（本周六）举办葡萄采摘亲子游
活动，在庄园内，孩子们不仅可
以近距离了解葡萄的生长习
性，体验在农庄采摘的乐趣，还
可以开怀畅品美味新鲜的有机
葡萄。赶紧报名参加本报组织
的葡萄采摘亲子游吧。

本次的葡萄采摘基地位于
东港区西郊罗家城子村月湖山

水城市农庄，园内拥有200亩的
有机葡萄园和2公里的葡萄观
光园，从国外引进了玫瑰香、夏
黑、金手指等43种优良鲜食品
种，拥有独特的口感和甜美风
味。

据月湖山水城市农庄工
作人员介绍，葡萄不仅味美可
口，而且营养价值很高，成熟
的浆果中含糖量高达 1 0 % -
30%，以葡萄糖为主，可被人体
直接吸收。还含有矿物质钙、
钾、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还

含有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
解除疲劳、调理肠胃、抗贫血
和美容养颜等功效。进入葡萄
园后，徜徉在一片果香之中，
可以尽情剪下一串串硕大的
葡萄，无限量品尝。除此之外，
还可以游览农庄，与家长在农
庄留下美好的回忆，过一个欢
乐的周末。

葡萄园入园门票50元/人，
本报团购价成人30元/人，儿童
20元/人，包含来回车费。需到
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报名领取

门票。活动当天，本报将安排大
巴车，统一乘车前往葡萄园。集
合时间为上午8点50分，9点准
时出发，车程约30分钟。上午11

点30分由月湖山水城市农庄返
回。

了解活动详情，可加入齐
鲁 晚 报 日 照 妈 妈 Q Q 群 ：
2 3 0 8 1 7 0 3 7 ，报 名 热 线 ：
18663392870。报名地点：齐鲁
晚报日照记者站 (位于烟台路
住建委东侧，丽城花园西门沿
街19号楼105房间)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张
永斌) 8月24日—8月26日，第
二届日照国际动漫节将在日
照市博物馆举行。活动宗旨为

“举办动漫节会，带动动漫产
业发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活动主题为“相约十艺节，日
照动漫情”。

第二届日照国际动漫节
由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以打造“动漫狂欢盛
宴”为目标，在首届动漫节的
基础上，内容更加丰富，节目

更加精彩。
动漫节期间，将举办第二

届山东十强COSPLAY社团争
霸赛。在首届大赛的基础上，
该比赛细化了比赛规则，增加
了奖项设置，共吸引全国各地
三十多支优秀社团来日照参
赛。

动漫节上还会进行动漫
周边、模型展销推介会。本届
动漫节把动漫产品展示和销
售作为重点项目之一，通过推
出更优惠的参展政策，更加合

理的场地安排，吸引全国各地
动漫周边、模型的生产和销售
精英团队来日照参展。

知名漫画家将在动漫节
期间举行现场签售见面会。邀
请2-3名全国全省知名漫画家
来日照参加展示，现场创作和
签售，吸引人气，增加本届漫
展新看点。

漫迷动漫创意作品展评
也是动漫节的一部分。通过漫
迷创意作品展评，提供展示和
交流平台，制定激励机制，鼓

励和吸引广大漫迷展示好的
作品，让观众来投票评选出优
秀作品。

还将举行COS摄影展暨知
名COSER星象展览。在继续展
出名家摄影作品的基础上，专
门开辟星象馆，征集部分优秀
作品进行展示，邀请漫迷评选
最佳作品。

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入
口处设置一面大型签名墙，让
所有漫迷在签名墙上涂鸦，尽
情发挥想象，自由挥洒灵感。

本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杜
光鹏) 岚山某工厂两名男子，在交
接班时因打扫卫生的问题产生争
执，继而大打出手，男子马某用随身
携带的刀具，将工友徐某连捅两刀，
致其身亡。当日晚上11时，马某在睡
觉时被岚山公安分局民警抓获。目
前，马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被批捕。

徐某是岚山人，今年31岁，马某
是黑龙江人，今年47岁，俩人同在岚
山一家工厂工作。8月2日晚上7点，按
照公司惯例，上晚班的徐某需要在
晚上8点之前和上白班的马某交接工
作，在交班前，马某需要对工作区域
的卫生进行打扫。但因打扫区域内
停了一辆车，于是马某就没有打扫
车下面的卫生。来接班的徐某发现
那个地方没有打扫干净，就说了几
句。

马某听不懂日照方言，但是觉
得徐某是在侮辱自己，于是就还了
几句。两人越吵越凶并动起了手，马
某自觉不是徐某的对手，就掏出自
己随身携带的刀子捅向徐某。

发现自己受伤，徐某赶紧跑向
员工休息室求救，听到叫声的工友
跑出来之后，捅人的马某已经跑远，
工友一边打120急救一边报了警，受
伤的徐某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
亡。经鉴定，徐某身中两刀，有一刀
正中心脏。

接到报警的岚山公安分局民警
立即对事件展开了调查，当晚10点，
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马某的住处。
而此时不知徐某身亡的马某，正在睡
觉。晚11时，岚山公安分局组织20名警
力，将在睡梦中的马某抓获，并在其
出租屋内找到了其作案刀具。

目前，马某已经因涉嫌故意伤
害致人死亡被批捕。

打扫卫生起争执
一男子捅死工友

日照港股份一公司装卸设备队近
日组织全队员工开展了集团公司下发
的新版《员工手册》学习活动，活动的
开展加深了员工对公司理念和各项规
章制度的思想认识，有效地提高了员
工的岗位责任和服务水平。 (刘言春)

日照港开展新版

《员工手册》学习活动

博博物物馆馆周周六六开开启启““动动漫漫狂狂欢欢盛盛宴宴””
其间有 COSPLAY 社团争霸赛，还有知名漫画家现场签售

品尝美味有机葡萄，体验农庄采摘乐趣

本本报报周周六六启启动动葡葡萄萄采采摘摘亲亲子子游游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李
玉涛 通讯员 张浩 ) 20日
早晨8点多，一辆运送油漆的货
车在由山东路转入金阳路时，
由于车速过快，车上28桶油漆
跌落并摔破。日照市环卫处迅
速组织人员进行处理，上午11

点多，完成污染处理工作并恢
复了道路通行。

“我们的执法队员每天早
晨都要进行道路巡查，正好发
现了这起洒漏事故。”日照市
环卫处一名工作人员说。

“车上一共拉了36桶油漆，
28桶油漆摔破，污染道路大约
有20多平方米，幸好车没翻。”

该工作人员说。
执法队员立刻协调保洁

公司组织人员进行紧急处理。
十余名环卫工作人员与货物
运输方对油漆进行了沙土覆
盖铲除，并用铁刷子对路面进
行洗刷，最大限度降低了道路
污染，上午11点多，完成污染处
理工作并恢复了道路通行。

据悉，创城期间，针对市
区时有发生的突发性卫生事
件，市环卫处完善了应急工作
预案，加大了作业监管和道路
巡查力度，做到突发性卫生事
件随发现随处理，确保道路整
洁畅通。

货货车车拐拐弯弯过过快快，，甩甩出出2288桶桶油油漆漆
环卫部门紧急清理三小时后道路恢复畅通

日照市环卫处组织人员及时清理路面上的油漆。
本报通讯员 张浩 摄

今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以
“中国梦，国网情”为主题，以创先争
优为导向，以“志愿者服务月”、“青
春光明行”、“情系学子梦”、“情系孤
寡老人”、“美丽彩虹”五大活动为主
线，全面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王超)

今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
司利用周末学习日，组织全体
员工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八
项规定，层层传达落实，提高认
识，明确责任，加强防范，防止
违反规定事件的发生。(王洪波)

今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把供电所
廉洁从业教育纳入统一管理，对所长、会计
等重要岗位人员定期开展廉洁谈话。各供
电所通过所务会、周例会，经常性地开展员
工行为规范、廉洁从业等方面的学习，员工
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 (王洪波)

今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加大
线路保护区集中整治力度，着力防范
外力故障，强化用电稽查管理，查处窃
电案件11起，追补电费4 . 77万元；清理
线路保护区内违章植树4856棵，鸟巢
1667个，处理私拉乱扯109处。 (王超)

企业文化建设纵深推进 认真贯彻执行“八项规定” 加强供电所廉洁教育 全面加强电力设施保护

暑假期间，五莲县供电公司联合乡
镇党委、政府及驻地各学校深入中小学
校，开展以“安全用电、保障平安、健康成
长”主题的安全用电宣传活动，着重把农
村中小学生用电安全常识普及作为开展
农村用电安全活动的重要措施。 (于飞)

开展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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