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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大观园

想想不不想想到到七七星星台台上上托托管管班班
有文化课辅导还有国学经典诵读

凤凰路管线

已穿越经十路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实习生 刘雯 ) 6月30日，记
者从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获悉，6

月30日凤凰路管线穿越经十路口顺
利完成最后一阶段路面结构恢复。
据介绍，凤凰路上的高压铁塔有望7

月底前完成落缆后拆除。
5月底时，凤凰路地下原水、给

水、燃气、热力等管线自北向南穿越
经十路口，实现经十东路南北地下
管线合龙。经过1个月的建设，30日，
凤凰路管线已顺利穿越经十路。此
次穿越通过明挖实现，也是经十东
路通车11年来首次开挖。据介绍，明
挖方案为未来城市立体空间发展合
理框架体系方面进行了实践。

截至6月底，凤凰路经十路至中
林路段已经完成快车道中下面层摊
铺，按计划完成了6月底前既定节点
目标。目前正加快110KV高压铁塔
落缆改造，两侧幅道、人行道施工及
路灯、交通安全、绿化等附属工程施
工。110KV高压铁塔有望在7月底前
完成落缆后拆除。8月中旬经十路至
工业南路之间一条设施完善，绿化
景观初显的主干道有望投入使用。

免免费费学学书书法法，，市市图图等等你你来来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

者 王红星 通讯员 曹晓
晓) 记者6月30日获悉，济南
市图书馆·尼山书院国学课
堂将在暑假期间推出少儿书
法公益培训活动。该少儿书
法公益培训班将于7月8日
(星期日)正式开课，欢迎广

大爱好书法的小读者到济南
市图书馆新馆报名学习。

暑假少儿书法公益培训
班培训地点为济南市图书馆
新馆，教学团队由多名优秀
的专业书法教师组成。本次
培训班设有毛笔书法班和硬
笔书法班两个班次，凡年龄

在6-15岁的书法爱好者均可
报名参加。本次培训班于7月
8日(星期日)正式启动，每周
二、四上午上课，其中硬笔书
法班上课时间为9：10至10：
10，毛笔书法班上课时间为
10：15至11：15。报名地点：市
图新馆一楼服务台。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王
若松 ) 马上放暑假了，孩子
在家没人管怎么办？别着急，
有暑期托管班呢！而且大学生
义工24小时陪读。

为了让孩子暑假生活充
实有趣同时也让您省心放
心，今年暑假，本报读者俱乐
部特联合中华传统文化培训
基地开设了暑期托管班。自
暑期托管班开始报名以来，
不少家长打电话咨询并报

名，托管班名额有限，孩子假
期还没有着落的家长们，本
周抓紧报名吧！

据了解，暑期托管班将实
行封闭式寄宿托管，每周为一
个托管周期，家长可在周末接
送。在课程设置上，将以文化
课辅导、国学经典诵读和武术
锻炼为主。整个托管期间有大
学生义工全程陪读，而且孩子
们都要办理意外保险，并配备
基本的医务人员，您可以放心

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暑期托管班的招生对象

为6-17岁的青少年。每周为一
个托管周期，周末可以接送，
托管期间封闭管理。地址位于
济南七星台旅游区，持本报小
记者证或持读者卡(信联卡)
报名有优惠。

报名方式：1 .电话报名：
96706按2号键；2 .QQ报名：
245632304；报名地点：新闻大
厦一楼，电话：58763269。

历下举行

义捐义卖活动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肖龙凤)

近日，历下慈善总会主办、历下区
文化产业商会协办的“我奉献、我快
乐、义捐义卖献爱心”活动顺利举
行。这次义卖活动由10多位书画名
家提供了30余幅书画精品。随着众
多认捐企业家的热情参与，活动得
到了爱心人士的踊跃响应，据了解，
活动全部善款为济南黎明学校的孩
子们送去一丝温暖，一份爱心。

山师附中足球队

首获全国冠军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李飞)
6月30日下午，山师附中男足首获全
国冠军庆功会在该校举行。据悉，在
日前举行的第18届“全国足球学校
杯”决赛上，山师附中足球队勇夺全
国冠军。据介绍，山师附中足球队组
建于20世纪60年代，培养的学生曾
有12人进入山东泰山足球队，为该
队夺取全国联赛杯赛“双冠王”做出
了突出贡献。

未来几天雷阵雨

常来“串门”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孟燕)

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到了10点
之后慢慢又变成了阳光普照。6月30

日，省城的天气的变化颇有些戏剧
性，当日最高温达到32 . 8℃。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未
来几天雷阵雨仍比较频繁，三天两
头下场雨成为常态。7月1日下午到
夜间将迎来一场雷阵雨。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7

月1日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有雷阵
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6

级，最低气温22℃左右，最高气温
32℃。7月2日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
阵雨，南风3～4级，最低气温22℃，
最高气温32℃左右。3日多云间晴，
南风3级，气温略有回升。4～5日阴
有雷阵雨转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

级，雷雨时阵风6级，气温变化不大。

公交车上多了

爱心伞爱心雨衣

本报讯 “雷雨季”来临，济南
公交多个车队为乘客准备了爱心伞
和爱心雨衣。35路驾驶员秦静、宋艳
萍、慈丰财等自费购买了30把“爱心
伞”添补了车厢雨伞架，为乘客提供
方便。乘客取伞时提供真实的联系
电话和住处，方便时可通过任意一
辆35路车归还。另外，济南公交四公
司三队购置了30余件一次性雨披放
置在站房门口，提供给未带雨具的
乘客。 (孟燕 周灿银 朱晓光)

去苏州来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万兵） 6月30日，记者从苏州旅游
推介会获悉，随盛夏到来，苏州推出
慢行走、水世界、荷天堂等丰富旅游
内容。而只需三个半小时的高铁，济
南市民就可以享受一个苏州好夏
天。

苏州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夏
季的苏州既有幽静的园林、清凉的
太湖，又有激情四射的水上乐园。青
山绿野赋予游客一份清凉的同时，
现在去苏州还可以品尝各种时鲜物
产。此外，苏州还专门针对游客推出
漫游卡，帮助游客解决吃住行游购
娱方方面面的需求。

主题乐园频现

“过山车发烧友”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乔显佳)

济南周边几处主题乐园建成后，
在游客中很快培养起一批“过山车
发烧友”。

上周六，济南市民袁先生组织
同事19人到齐河欧乐堡游玩，上午
将项目通游一遍后，下午集中精力
玩几个有名的刺激项目。其中，以惊
险刺激而在游客中有着很高人气的

“蓝火过山车”，袁先生和两名同事一
气玩了4次，但这还不算厉害的，排队
中他们还遇到2名济南的小女生，趁
着下午游客少，俩人共坐了10次。

汽汽车车东东站站推推出出““邮邮寄寄儿儿童童””服服务务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陈一鸣) 7
月1日起，济南长途汽车东站
正式进入暑运，为方便旅客
暑期出行，汽车东站加密了
20余条发往胶东避暑旅游城
市的热点线路，同时还为方
便诸多家长因工作繁忙、无
暇亲自陪伴孩子出行的情
况，特别推出了“邮寄儿童”
服务。

东站加密的胶东线路具
体为：济南至广饶、济南至昌
乐、济南至青州、济南至寿
光、济南至诸城、济南至黄
城、济南至龙口、济南至文
登、济南至胶南、济南至东
营、济南至威海、济南至栖

霞、济南至潍坊、济南至临
朐、济南至莱州、济南至海
阳、济南至蓬莱、济南至乳
山、济南至即墨、济南至莱
阳、济南至荣成、济南至平
度、济南至烟台、济南至招
远、济南至莱西、济南至高
密、济南至昌邑、济南至青
岛，发车时间分别为每天7：
30、9：00、10：30、12：30、14：
00、15：00，同时对乘坐以上
胶东线路的广大旅客，特别
推出特惠8折的暑期优惠乘
车措施。

对即将放假的大中专院
校学生，东站已提前入驻各
大院校进行现场联网售票，
并对广大学子实行9折优惠

措施，学生们均可提前20天
购票。

针对暑假期间家长无暇
护送7至12岁小旅客去往外
地的现状，东站不仅可以办
理安全无忧的“邮寄儿童”服
务，还可设“密码”对孩子的
行程进行双重保护。即日起
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开始接受
家长预约，市民可拨打0531-
88934988、88934987具体咨
询。办理“邮寄儿童”的家长
可设置1个6位数密码，只有
在接站人身份证号和密码都
正确的情况下，才能从班车
驾驶员手中接过所“邮寄儿
童”，从而全方位确保儿童家
长安心、放心。

火火车车站站一一天天查查出出3300多多个个违违禁禁品品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杜洪雷 陈文进) 6月30日，
济南火车站候车室入口处，
安检员手持安检仪认真检查
每一位经过的旅客。执勤民

警介绍，“暑运期间，我们每
天能够查到3 0多个违禁物
品，这里面包括管制刀具、打
火机油、杀虫剂等。”自7月1
日至8月31日是全国铁路暑

期运输期限。济南铁路公安
局将结合暑运特点和反恐维
稳形势，在全局开始为期两
个月的暑期治安专项整治行
动，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再见了，老师！”6月30日，济南市历下区龙奥新居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和家长欢聚一堂，举行
了2014年大班毕业典礼。典礼最后，孩子们身着“学士服”，头戴“学士帽”，并由“园长妈妈”为他们
颁发了人生“第一张毕业证”。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吴娜 摄

气象 布告假假期期

休闲

槐荫游泳馆

开门纳客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孟燕)
7月1日，槐荫区文体活动中心游泳
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试运营。7月1日
至7月20日试运营期间，每天前100

名健身者可凭身份证、健康证明领
取一张免费体验券。

出行

小小“学士娃”毕业啦

学前教育数字图书馆

山东馆启动

本报讯 6月30日上午，中国数
字图书馆学前教育数字图书馆山东
馆在济南高新区金智源IT工业园举
行启动仪式。山东馆是学前教育数
字图书馆在国内开办的第一个分
馆，拥有约1200平米的多功能展览
馆，和集会议、教学培训、数字制作
等功能为一体的800平米的培训中
心。仪式现场，济南市直机关幼儿园
等我省八个幼儿园代表领取了数字
图书馆的铜牌。 (本记)

在建工地宿舍

火灾隐患检查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韩适南)

为切实加强辖区建筑工地民工集
体宿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预
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
伤火灾事故的发生，槐荫消防大队
针对夏季建筑工地开工率高，且用
火用电增多极易造成火灾事故的特
点，组织消防监督人员深入辖区在
建工地宿舍进行火灾安全隐患大检
查，全力清剿火灾隐患，确保在建工
地的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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