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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孔令茹) 即日起，本报联合

市中区委宣传部推出市民体
验日活动，每月定期邀请市民
体验城管、交警、环卫，每期邀
请30名市民参与。有意参与的
市民，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2110110报名，或将报名信息
发送至smtyr0537@126 .com。

想不想感受一下夜查酒
驾，与交警一起纠正交通违
法行为？想不想体验城管执
法人员的工作，劝导制止流
动摊贩？想不想当一回清洁
工，了解他们在市容管理中
的辛勤劳动？这些岗位，也许
您之前想体验，可能没机会。
即日起，这种体验的机会来
了。本报联合市中区委宣传
部推出市民体验日活动，从
本月开始，每月1 5日邀请市
民体验城管执法、交警执法
和市容管理。

市民体验日活动每月招
募30名志愿体验者。届时，体
验者身穿带有“志愿体验者”
字样的黄马夹协助开展城市
管理工作。

想要报名体验的市民，需
在每月1日至13日报名，报名
时需注明志愿体验内容，如城
管执法或交警执法等。报名条
件为在济宁城区工作和居住
的人，年龄18岁以上、60岁以
下，性别和职业不限，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有较强的社会
责任感，道德品行好，无违法
违纪记录；身体健康，无高血
压、心脏病等不适合参加剧烈
活动的疾病。

首期“市民体验日”活动
将于9月15日(本周日)启动。即
日起，接受市民报名，报名截
止时间为9月13日。报名成功
后，志愿体验者需在14日上午
到所报名的、相应的城市管理
部门填写志愿体验报名表，进
行现场短时培训，安排次日的
体验具体事宜。

有意参与的市民，可以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2110110报
名 ，或 将 报 名 信 息 发 送 至
smtyr0537@126 .com。报名信
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
民族、学历、健康状况、工作单
位、联系电话、体验类别等。

本本报报邀邀您您体体验验城城管管、、环环卫卫、、交交警警
每月15日举行市民体验日活动，报名热线2110110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马璇 ) 6日，记者从
全市福利彩票工作会议获悉，今年
福彩救助资金资助了2225名低保家
庭大学生。

截止到9月5日，全市共救助低
保家庭本科新生492名、专科(高职)

新生383名、在校本科、专科(高职)
1350名，共计救助低保家庭大学生
2225名，发放由福彩公益金构成的
救助金495 . 9万元，保证了低保家庭
大学新生的顺利入学。

据了解，去年济宁市福彩销
售取得历史性突破，全年销量达
到10 . 41亿元，居全省第4位，同比
增长2 0 . 1 8%，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2 . 9亿多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济
宁市政府通报表彰市福彩中心做
出的优秀业绩，并授予市福彩中
心“全市民政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同时，受到省民政厅和省福
彩中心的表彰奖励。

济宁福彩自2000年发行以来，
13年共计销售各类彩票63亿余元，
筹集公益金22亿余元，长期以来在
保障社会福利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年来，又相继实施了“社区
老年星光计划”，“农村扶老福利工
程”，“农村敬老院改扩建工程”、“残
疾孤儿手术康复工程”等活动，福彩
公益金成为推动社会福利项目建设
和开展社会慈善救助活动的一支主
要力量。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路笃书 王洪涛)

记者获悉，截止到9月5日下午5

点，全市“慈心一日捐”活动累计
接收社会各界捐款1825 . 7 6万元，
其中市慈善总会直接接收捐款
976 . 55万元，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捐
款 2 6万元，成为济宁市慈善总会
接收的最大一笔企业“慈心一日
捐”捐款。

据了解，广大企事业单位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涌现捐赠

“大户”。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捐款
2 6 0 0 0 0元，成为济宁市慈善总会
接收的最大一笔企业“慈心一日
捐”捐款。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捐
款78994元，充分体现了全院干部
职工的崇高慈善情怀；济宁矿业
集团、汇源开泰房地产公司、九巨
龙房地产开发集团等市慈善总会
冠名基金单位相继捐缴基金增值
金达585 . 77万元。济宁能源发展集
团、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
(肿瘤医院 )在单位捐缴基金增值
金的同时，干部职工又自愿捐出
了1天的收入。

各界群众发扬和衷共济的互
助精神，仅不留姓名的爱心人士捐
款就达54700元，其中有两人各捐款
2万元。

连日来，孔孟之乡爱心涌动，
济宁社会各界大力弘扬扶贫济困、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各级党政机
关干部满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
情，带头示范，踊跃捐款。许多离退
休老干部也纷纷献出自己的一片
爱心。

福彩今年资助
2225名大学生

“慈心一日捐”
收到1800余万元

1、城管执法体验：志愿体验者随同城管执法人员在
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车站、广场、绿地、农贸市场周
边等区域，参与对流动摊贩、店外经营等违法违章行为进
行劝导、制止和查处。(济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中
区分局咨询电话：3160087)

2、交警执法体验：志愿体验者到指挥中心参观监控
抓拍过程，到各外勤中队，随同交警一起到城区路段、路
口体验交警开展纠正交通违法行为、疏导交通秩序、查处
乱停乱放车辆、查处酒驾、劝导和查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等违法行为。(市中区交警勤务大队咨询电话：
2939979、2939911)

3、市容管理体验：志愿体验者随同市容管理人员检
查路面清扫状况。如果体验者要求“当一天清洁工”，可随
同路面清扫保洁人员、垃圾处理场管理人员体验道路清
扫保洁、垃圾中转和垃圾无害化处置工作。(市中区市容
管理局咨询电话：2212297)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报名者可提前咨询体验内容

考考科科目目三三前前，，先先做做交交通通劝劝导导员员
济宁试行文明交通进驾校活动，并将在全市常态化推广

本报济宁9月9日讯(记者 姬生
辉 张林) 9日开始，济宁城区试行

“文明交通进驾校”活动，学员在科目
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前，需先到
道路上做两小时的交通劝导员。济宁
市交警部门希望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方式，使驾考学员养成文明驾驶
的习惯。该活动如进展顺利，有望在全
市常态化开展。

9日上午8点，洸河路与琵琶山路交
叉口交通岗亭一旁，济宁市圣华驾校的
22名学员身穿着反光背心，拿着写有“交
通劝导员”字样的红色旗子在路边整齐
列队。经过简单培训，学员们被分成两个
小组，分别来到琵琶山路与洸河路交叉
口、琵琶山路与吴泰闸路十字路口。人行
道绿灯亮起，在琵琶山路与洸河路交叉
口东北角执勤的学员梁辉将手中的红旗
举起，示意右转弯车辆减速慢行。“人行
道绿灯亮时行人很多，右转弯车辆如不
避让行人是非常危险的。”通过近两个小
时的执勤，这是梁辉最真切地感触。

济宁市圣华驾校的22名学员都是首
次做交通劝导员，通过这次实践大家多
感觉收获颇丰。“以前骑车常闯红灯，通
过执勤我认识到路面的通畅是由机动车
驾驶员和行人共同营造的。”学员耿永华
说，考出驾驶证后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机动车驾驶员一定要养成避让
行人和谨慎慢行的好习惯，这是为自
己和他人生命负责。”学员金兴卫认真
地说。“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前，学
员们以亲身实践的方式参与到交通劝
导中来，使他们对文明驾车的认识更
深。”济宁圣华驾校校长孟宪超坦言，
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
甚至会影响学员的一生。

据了解，在“文明交通进驾校”活动
中，交警部门将首先督促各驾校上好交
通法规理论课，并选派民警定期到辖区
驾校对进行学员文明交通安全教育。同
时，根据实际情况，抽取不少于30%比例
的汽车类学驾人员在科目三实际道路考
试合格、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前，由交
警部门组织学员参加一次不少于2小时
的文明交通劝导服务活动。

“今天，我们在城区先选取了4所驾
校并安排学员上路进行交通劝导，如试
运行状况良好，将在全市铺开并作为一
项常态化内容要求所有驾考学员参与。”
济宁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德智说。

济宁市交警支队车管
所政委汤景良说，以前驾考
学员们准备科目三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考试多是通过
看书、看视频、听老师讲解、
上机海量做题等常规方式。

“学员们坐在教室内被动地
学习，有些人甚至完全是为
了应付考试，难以保证学习
的效果和融入到实际驾驶

中。”汤景良说，在很多人眼
中，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是
一组矛盾，双方站在自己的
角度考虑问题，势必会造成
路面交通秩序的混乱。驾考
学员即将由行人过渡到驾
驶员，对他们的文明交通教
育至关重要。

“先到路面实践，再结合
书本上的理论学习，这种动

静结合的方式保证了学习的
效果。”汤景良坦言，这样学
员们的感触和体会更深，学
习的效果更好。目前推出的

“文明交通进驾校”活动暂时
在城区试运行，实施中济宁
市交警部门及时做出调整，
短时间的运转后将征求驾校
和学员的意见，如得到一致
认可将在全市常态化进行。

“这个活动很好，应当
作为驾校学员的一个考试
项目长期坚持下去。”市民
王先生说，驾校学员到路面
感受路况、指挥交通，第一
受益者是行人，同时，学员
在拿上驾驶证开车上路之
前亲自体验交通规则，也会

在以后的驾驶中自觉规范
约束自己。

“目前，不少司机有闯黄
灯、与行人抢道等不文明行
为，过马路时大家都没有安
全感。”市民李女士认为，济
宁市交警部门让驾考学员上
路做交通劝导员对他们是一

个教育的过程，相信对他们
以后文明驾驶习惯的养成有
很大的帮助。同时，学员们义
务上路疏导交通也让路面交
通秩序更加有序，制止了行
人的不文明行为。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张林

交警部门：这样学习驾驶效果会更好

市民看法：有这种经历才会约束自己

延伸阅读

学员们当起交通劝导员也尽职尽责。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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