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刘杭
慧) 连日来，本报连续报道青春
期孩子和家长相处过程中容易遇
到的一些问题，引起广大读者特
别是适龄青少年家长的共鸣，读
者纷纷致电本报发表看法，资深
教师表示孩子青春期时，家长不
应站在孩子的对立面。

50多岁的陈先生说，现在的
孩子成熟早，这么小的年纪就敢
在大庭广众下像成年人一样献花
求爱，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和接受
范围。

“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获得
大量的信息，但多数年轻人只是
单纯的行为模仿，实际上并没有
真正理解行为背后的含义。”常年

从事一线教育工作的孙老师介
绍，青春期异性交往低龄化是客
观事实，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
应正视，感同身受地表示理解是
表明态度的第一步。“对异性产生
好感是孩子心理发展成熟的一个
表征，他们此时特别需要周围人
的理解和引导，家长过激反对是
不可取的。”孙老师说，与孩子分
享年轻时的情感经历，是家长们
不妨一试的方法，而明确告诉孩
子交往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哪里，
也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应广大家长要求，本报将于7

月5日于烟台市府礼堂举办兴盛·
铭仕城中国教育成长论坛第二
场，邀请中国高级家庭教育指导

师、心理咨询师、青少年研究会父
母大讲堂讲师刘称莲现场支招家
长和考生，如何在考后调节心情
及情绪。

即日起，本报公益讲座门票
开始限量发放。我们将在芝罘区、
高新区设立领票点，您只需带着
孩子的学生证、校徽或是本报读
者证即可到领票点免费领取门
票。如果以上证件您都尚未办理,

可持身份证现场办理读者证。只
需交180元即可办理本报读者证，
并可获赠全年《齐鲁晚报》，还能
免费领取本讲座门票。
咨询电话：15615651795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家有宝贝
QQ群：33697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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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称莲，高级家庭
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
师、青少年研究会父母
大讲堂讲师。高考时，她
的女儿同时被北京大学
和香港大学两所名校录
取，最终成为北大中文
系的一名学生。著有畅
销书《陪孩子走过高中
三年》、《陪孩子走过小
学六年》和《陪孩子走过
初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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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站列车到发时刻表（2014 . 7 . 1）

始

发

车次 本站开 终到站 终到点 运行时间

K8254次 8:27 青岛 13:39 5小时12分

5018次 8:43 菏泽 20:25 11小时42分

K1162次 9:00 广州 21:07 36小时07分

K1184次 9:25 金华西 12:27 27小时02分

K676次 10:00 成都 4:17 42小时17分

K878次 12:03 九江 15:18 27小时15分

K1204次 12:35 贵阳 4:41 40小时06分

K1130次 15:15 西安 15:35 24小时20分

K1392次 16:27 佳木斯 7:35 39小时08分

K1216次 17:10 石家庄 5:31 12小时21分

K1294次 17:30 太原 9:53 16小时23分

5038次 20:47 枣庄西 6:56 10小时09分

K286次 22:25 北京 13:34 15小时09分

K764次 22:42 徐州 10:25 11小时43分

K8294次 23:20 济南 6:23 7小时03分

终

到

车次 始发站 始发点 本站到 运行时间

K285次 北京 16:33 6:55 14小时22分

K763次 徐州 20:35 7:40 11小时05分

K1215次 石家庄 21:47 8:40 10小时53分

K675次 成都 16:23 8:56 40小时33分

5017次 曹县 20:30 9:13 12小时43分

K1391次 佳木斯 18:40 9:38 38小时58分

K1203次 贵阳 14:10 9:55 43小时45分

K1293次 太原 17:48 10:30 16小时42分

K1129次 西安 13:10 13:11 24小时01分

K8293次 济南 7:39 14:10 6小时31分

K8253次 青岛 14:46 18:55 4小时09分

K1183次 金华西 16:33 19:08 26小时35分

5037次 枣庄西 7:44 19:27 11小时43分

K1161次 广州 9:50 21:50 36小时00分

K877次 九江 21:00 22:55 25小时55分

烟烟台台到到成成都都，，明明天天就就通通火火车车了了
烟台火车站7月1日起执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部分线路有调整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孙
健) 记者29日从烟台火车站获
悉，7月1日起烟台火车站将实
行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调整
后的运行图将新增烟台至成都
列车及至泰山临客，部分列车
运行时刻有微调。

据了解，7月1日起，烟台-

石家庄K1216次开车时间将由
17：30，更改为17：10，提前开车
20分钟；烟台-太原K1294次原
开车时间为17：10，更改为17：
30，延后开车20分钟；徐州-烟
台K763次原到达时间为7：50，
更改为7：40到，提前到达10分
钟；九江-烟台K877次原到达时
间为23：06，更改为22：55到，提
前到达11分钟。

另外，7月1日至8月30日由
始发站起，烟台-石家庄K1216/

3次改为邯郸站终到，烟台开车
时间17：10，到达邯郸的时间为
7：36；7月2日至8月31日由始发
站起，石家庄-烟台K1214/5次
改为邯郸站始发，邯郸开车时
间19：32，到达烟台的时间为8：
40。

除了时间更改外，还有部
分列车停靠站变化：北京-烟
台K285次取消静海停站；徐州
-烟台K763次取消胶州、蓝村
停站；西安-烟台K1129次增加
开封停站；广州-烟台K1161次
取 消 许 昌 停 站 ；烟 台 - 广 州
K1162次增加民权停站，取消
开封停站；烟台-金华西K1184

次增加嘉善停站；贵阳-烟台
K1203次增加施秉停站；太原-

烟台K1293次取消阳泉北、藁
城、晋州停站；烟台 -佳木斯

K1392次取消杨柳青停站；佳
木斯-烟台K1391次取消北戴
河 、滦 县 停 站 ；烟 台 - 济 南
K8294次取消桃村停站；枣庄
西-烟台5037次取消沂南停站。

7月1日起，烟台市民去往
西南地区将增加一趟列车，烟
台火车站增开至成都旅客列
车，全程运行时间42小时17分。
随着暑运的到来，7月5日至9月
1 0日，烟台-泰山间每日加开
K8298/5次，烟台开车时间15：
03，到达泰山的时间22：56；泰山
-烟台间每日加开K8297次，到
达烟台的时间为7：21。

以上列车发到时刻及停靠
站情况，旅客可咨询电话：0531
-12306，或登录烟台火车站网
站www.ythcz.net微博weibo.com
/ythcz查询。

上火车行李太多抬不动，
买的海鲜不停地滴水，脚踝扭
了走路不便，天气太热突然中
暑，在火车站遇到这些情况怎
么办？别着急，在车站候车室
内的“温馨驿站”里，刚才说的
这些都不是事儿。

“针对乘车旅客经常发
生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做
了相应的准备，轮椅服务、针
线包、爱心服务车、医药箱应
有尽有。由于烟台是海滨城
市，旅客携带海鲜上火车经

常遇到漏水、滴水等情况，为
此我们还为旅客免费提供生
鲜塑料袋，免去旅客后顾之
忧。”烟台火车站工作人员介
绍，火车站设立了“温馨驿
站”，为旅客提供全方位的温
馨服务，保证旅客安全、方
便、温馨出行。

除此之外，候车室内还设
立了旅客读书看报角和手机
加油站等功能性区域，满足旅
客候车时的需求。“‘温馨驿站’
还提供到站天气预报查询，旅

客可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
情况，赶上阴雨天气，工作人
员还会为出站的旅客提供一
次性雨衣。”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了解到，为照顾特
殊旅客，火车站还开通了“值
班 站 长 服 务 电 话 ”0 5 3 5 -
3482699，重病、伤残等有特殊
需求的旅客可提前拨打电话
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将提前
为预约旅客开通绿色通道，
满足旅客所需。

本报记者 孙健

乘车遇难题，找值班站长拨348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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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字体为到发时刻有微调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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