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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张
萍 ) 6月15日是父亲节，你想
送给爸爸一份特别的礼物吗？
本周日，本报将组织手绘文化
衫活动，小记者们可以把爸爸
的形象画在文化衫上，送给爸
爸做礼物，和爸爸一起度过一
个难忘而有意义的父亲节。

每个人心目中的爸爸都
不一样，他们有的十分威严，
有的温和如春风，有的勇敢

果断，在活动现场，凡是报名
的小记者均可免费领取文化
衫和画笔，将爸爸的形象和
对爸爸的祝福涂鸦在文化衫
上。我们相信孩子们的作品
一定充满童真童趣，也相信
这将是一件特别而充满爱意
的礼物，孩子们将收获爸爸
们满满的感动。

当天，除了涂鸦活动外，
本报还将组织小记者与爸爸

的亲子互动。另外，本报还为
爸爸们准备了“最佳爸爸奖”
奖牌，小朋友将在现场为爸爸
戴上奖牌，并表达对爸爸的爱
意和祝福。

除此之外，参与活动的小
记者，还可参与抽奖活动，将
大奖搬回家。

为了保证活动质量，本次
手绘文化衫活动仅限本报小
记者参加，限报 30 人，额满为

止。
本次活动地点为日照市

北依河园，位于北京路北段，
潮河汽车站以南。参与活动的
家长需自驾前往，活动时间为
6 月 15 日上午 9 点。

家长和小记者们，还可加
入齐鲁晚报日照妈妈 QQ 群
230817037 了解活动最新动
态 ， 您 也 可 以 致 电
18663392870 进行咨询。

手手绘绘文文化化衫衫送送给给爸爸爸爸做做礼礼物物
本报招募30名小记者参与6月15日父亲节活动

又值夏收时节，农民占用道路打
场晒粮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车辆
正常通行，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较大
安全隐患。为确保道路畅通有序，岚
山交警部门组织民警在辖区各主次
干道及村村通道路积极开展公路打
场晒粮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民警深入辖区乡道沿线集镇及
村庄，积极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使群众充分
意识到利用公路打场晒粮的危害性，
并督促其主动改正。

本报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张海涛 摄影报道

岚岚山山整整治治
占占道道晒晒粮粮

本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张永斌 ) “港城之夏”文艺展
演，陪您度过炎炎夏日。日照
市第十五届“港城之夏”文艺
展演将于 7 月中旬上演，持续
至 8 月底，每个周末精彩不断。

日照市“港城之夏”文艺
展演活动，是山东省知名文化
品牌。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
四届，内容丰富，节目精彩，观
众层面广泛，在社会各界中产
生了积极影响。在去年的活动
现场，经常出现观众人山人
海、掌声雷动的场面。

今年日照将继续举办第
十五届“港城之夏”文艺展演
活动，以进一步提升“港城之
夏”文艺展演这一文化品牌，
推动创建文明城市，建设滨海
文化名城。

11 日，日照市文广新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们汲取了

之前的成功经验，并对内容进
行了升级，节目形式则涵盖音
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据了
解，演出包括专业艺术团体文
艺演出、区县专场文艺展演、
京剧票友专场演出、企事业单
位专场文艺展演、文化义工专
场演出、社会文艺团体文艺展
演等，将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全
市人民和各地游客。

文艺展演时间为 7 月中旬
至 8 月底，每周五、周六、周日
晚上 7：30 — 9：00 上演，地点
设立在日照市政府广场。“港
城之夏”期间(包括白天)，将合
理利用其活动场地，进行非遗
项目等展览活动及相关公益
活动推介工作。

据了解，展演活动由日照
市委宣传部主办，日照市文广
新局承办，日照市群众艺术馆
协办。

““港港城城之之夏夏””文文艺艺展展演演内内容容升升级级
7 月中旬至 8 月底，周末精彩不断

本报 6 月 11 日讯 (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李军)

日照今年将举行“光荣与梦
想”庆祝建国 65 周年大型群
众歌会暨第七届合唱艺术节
活动，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
本次歌会活动由日照市

委宣传部主办，日照市文广新
局承办。全市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企业、社区等组队
参赛，活动分初赛、决赛。

9 月 15 日前，各区县、市
直各部门和单位分别进行初
赛。9 月 28 日，在市里举行决
赛。决赛设优秀组织奖、组织

奖和节目一、二、三等奖。
参加决赛的各合唱队分

为：A 组 (人数在 30 — 60 之
间 )、B 组 (人数在 7 0 以上 )，
分别进行评奖。

每支合唱队需演唱两首
歌曲，必唱歌曲为《光荣与梦
想》，自选歌曲内容以讴歌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全市
各级科学发展、改革创新的
成果为主题，以歌颂中国共
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祖
国为主，也可以选市委宣传
部推广的“中国梦”主题新创
作歌曲 20 中的任意一首。鼓
励原创作品参赛。

大型群众歌会，九月激情唱响

本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王晓 魏培培
杜红宣) 只要你是符合法定条件
的公民，只要法庭容量允许，东港
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你就
可以“随到随听”。东港区法院近日
出台《旁听庭审管理规定》，为公众
走进法庭、体验庭审、监督法院提
供最大化便利。

“规定”中提到，凡在东港区法
院公开审理的案件，开庭审理和定
期宣判公告均会通过公告栏、院外
LED 大屏幕、门户网站等平台提前
三日对外发布。

为广泛征集民意，东港区法院
还在公民旁听必经通道设置“公民
旁听案件意见箱”，悬挂“意见簿”，
有效拓宽了群众诉求反映渠道。

根据规定，因审判场所、安全
保卫等客观因素需控制旁听人数
的，由法院发放《旁听证》，旁听人
员凭证入庭。旁听人员入庭前，应
当服从法警安检，自觉交验公民身
份证件，并按要求寄存个人物品；
旁听人员进入法庭时，应当衣冠整
洁，不得赤膊、赤脚、穿背心、穿拖
鞋；旁听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
自觉遵守法庭纪律、爱护公共财
物，不得录音录像。

“出台本项制度，目的是对公
民旁听庭审作进一步规范，达到审
理一个案件，普及一次法律，接受
一次监督，教育一片公民的效果。”
东港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范洪军说，今年以来，该院“敞开大
门”接待公民旁听庭审案件 900 余
件，收集旁听意见 180 余份。

“这是我们首次以规范文件的
形式，保障公民的旁听权。”东港法
院工作人员介绍。

东港法院出新规

保障公民旁听权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日照港轮驳公司党委近日组织各
级管理人员、机关人员和部分党
员，集中观看了影片《第一书记》。

影片中沈浩同志扎根小岗，无
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实际行动深深
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一致
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以沈
浩同志为榜样，时刻将群众的利益
需求放在首位，积极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全心全意为生产一线服务，
为职工群众谋利益，为实现公司和
谐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宋霞 宋洪斌)

轮驳公司
观看《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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