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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张跃峰) 9日下午，本报“守

护斑马线”公益活动在东昌府
区建设路小学举行表彰大会，
联合聊城团市委、聊城市交巡
警支队、东昌府区团委、蒲公英
行动(聊城)志愿者协会对默默
坚守、接力坚持这一公益项目
的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公益团队
进行了表彰。

起步于去年3月5日的第15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的

“守护斑马线”活动，是由齐鲁
晚报与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发
起的一项公益活动，在聊城由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与聊城团
市委联合组织实施。除跟全省
同步开展活动外，还组织了一
系列具有本地特色的活动，赢
得了聊城市民的一致赞誉。

自“守护斑马线”活动去年
启动以来，得到了聊城众多市
民及爱心团队的支持。后来，由
蒲公英行动(聊城)志愿者协会
为主体、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公
益团队为中坚力量，将这一公
益活动作为常态持续坚持下
来。自从去年3月中旬报名之
后，来自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们一直坚持在建
设路小学门前护送孩子过斑马
线，而且从最初时间不确定，到
目前渐渐形成固定在周五参加
活动的格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过

去的一年多时间中，聊城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团
队，虽然因有毕业生毕业离校
等情况经历了人员的更迭，但
这项公益活动却先后由240多
名大学生接力坚守，每个周五
都由10名左右的学生，都坚持
前往建设路小学门前“守护斑
马线”，护送小学生们安全过马
路。一年多时间坚持下来，共计
为1000多人次小学生提供了服
务。而且在大学生志愿者们的

示范效应下，位于城区交通最
为繁忙路段的建设路小学门
前，每每遇到学生上学、放学时
段，都是交通秩序最好的路段，
这让在附近执勤的交警也深为
感动。

为了表彰聊城职业技术学
院公益团队这种默默坚守的精
神，经聊城团市委、东昌府区团
委、蒲公英行动(聊城)志愿者
协会与本报进行评选，决定联
合授予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守

护斑马线公益项目工作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授予冯巧玲等20
名大学生志愿者“守护斑马线
公益项目优秀志愿者”荣誉称
号。

9日下午举行的表彰大会，
还得到了聊城市交巡警支队的
大力支持，相关领导不仅亲自
参加了此次表彰大会，还在会
上向聊城职业技术学院颁发了

“守护斑马线公益项目工作先
进单位”奖牌。

本报“守护斑马线”公益活动举行表彰大会

2200名名大大学学生生获获评评优优秀秀志志愿愿者者

9日下午，本报“守护斑马线”公益活动举行表彰会，对优秀团队及志愿者进行了表彰。

相关新闻

在9日下午举行的表彰大
会上，来自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的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冯巧玲
代表所有参与这一公益活动
的大学生志愿者发言。在发言
中她倡议说，“从孩子走出校
门的那一刻起，守护每一个孩
子的安全，需要社会上每一个
人的努力。希望能通过我们这
些志愿者的坚守，让整个社会

来共同关注这件事，一块参与
其中来共同守护斑马线。”

据冯巧玲介绍，无论是城
郊还是市区，每所学校在上
学、放学时间，都会出现孩子
们成群结队过马路的情况。
看到孩子们在车水马龙中穿
行，其中的安全问题都会让
家长担心。每每想到这种情
况，都会成为他们坚持下来

的动力。
为了让这一公益项目坚

持下来，在过去这一年多时
间，她与来自学院的整个团队
确实吃了不少苦。“既要确保
正常的学习生活不受影响，又
要准时抽出时间在孩子上学、
放学时段赶到小学门口，这对
于很多大学生志愿者来说都
是一个考验。”冯巧玲介绍说，

鉴于这种情况，大家就一块商
量着将这件事当成整个公益
团队的事情，特别是在学院团
委领导及蒲公英行动(聊城)志
愿者协会的帮助下，在全院广
为寻找更多的成员加入其中。
人多力量大，这样就能克服种
种瓶颈，通过爱心接力的方式
将这项公益活动坚持了下来。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格优秀志愿者说

“希望我们的坚守，让社会来一块守护斑马线”

东昌府区建设路小学作
为“守护斑马线”的项目实施
单位，学校主要领导及有关负
责人也参加了这次表彰大会，
并在表彰大会上向聊城职业
技术学院赠送锦旗致谢。

据建设路小学校长孙殿
滨介绍，小小的一个路口也是
一个社会的缩影，既看到了大

学生志愿者们坚守的身影，也
能看到一些车辆不顾助学信
号灯及过马路的学生飞速行
驶等不良的社会行为。

无论在城区还是城外，不
少学校门前都是车流穿梭的
交通道路，每到上学或放学时
间，基本上都会出现短暂的交
通混乱状态，而且一些自行回

家孩子根本不管不顾来往车
辆，径直跑着横穿马路，再加
上一些过往车辆车速也比较
快，非常危险。如今在参加“守
护斑马线”公益项目的大学生
志愿者的坚守下，这种情况在
建设路小学门前得到了有效
缓解。

在 9日下午 举 行 的 表 彰

大会上，孙殿滨还向参加表
彰 大 会 的 本 校 学 生 现 场 进
行了倡议，希望通过大学生
志愿者们的努力，让小学生
在 日 常 过 马 路 时 也 跟 父 母
做“ 表 率 ”，通 过“ 小 手 拉 大
手”一同参与到这项公益活
动中来。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建设路小学向聊职院团队赠送锦旗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赵洁) 9

日，凤凰客运分公司的4辆大鼻
子校车，开始正式接送高新区
和开发区三所学校的学生了。
预计到今年10月份，为这两个
区所有中小学配备校车，逐步
实现校车安全工程全覆盖，东
昌府区、旅游度假区的校车也
在同步推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
全市学校布局的逐步调整，中

小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
上学路途较远、部分不合格车
辆上路接送学生等问题出现，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此事关系
到千家万户，因此根据聊城市
有关部门发出的《关于印发聊
城市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
工作意见的通知》，由聊城交运
集团凤凰客运分公司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投资成立东昌府
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四个阳光公共交通服务有
限公司，并承揽以上区域的校
车业务。

6月9日运行的这四部大鼻
子校车，服务于聊城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聊城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今后还将陆续增加，
计划至今年10月份，经济开发
区全区所有中小学配备校车，
逐步实现校车安全工程全覆
盖；自9月1日起，为高新区中小
学配齐校车，实现全区校车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普及化，校
车安全隐患得到根本整治。东
昌府区和旅游度假区的校车工
程也在同步推进。

凤凰客运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了确保校车安
全运行，该公司建立健全校车
安全管理制度，实施 2 4小时
GPS视频监控，校车发车前收
车后均要进行严格的出入库技
术检测，配备有经验的驾驶员，
并对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高高新新区区、、开开发发区区44辆辆校校车车运运行行
至10月，逐步实现两区校车安全工程全覆盖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旅游部门获悉，
为引导旅游从业人员、市民和游
客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倡导实践
文明出游，聊城市将严把旅行社
出境组团资质入口关，将文明旅
游情况作为核准基本条件。

据悉，聊城将进一步深化文
明旅游工作，大力开展旅游环境
综合整治，掀起文明出游热潮，将
严把旅行社出境组团资质的入口
关，将把文明旅游情况作为核准
出境组团资质的基本条件，对因
不落实文明旅游工作要求造成不
良后果的旅行社，对其出境游组
团资质的申请不予批准。出境游
组团社因不落实文明旅游工作要
求造成不良后果的，按照有关规
定从严处理。同时，对文明旅游工
作落实不到位的旅行社，不得推
荐为文明旅游先进单位，已经取
得文明旅游先进单位称号的，要
予以取消。

对导游、领队的全员培训还
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培
训的范围，着力组织旅行社、导游
管理服务机构等做好所属导游的
培训，切实提高导游、领队的文明
素质和教育引导水平。同时，加强
对导游、领队的管理，严格执行导
游、领队执业资格相关制度，及时
清理不符合资质的导游、领队，严
厉打击“黑领队”和“野导游。

此外，如果旅行社对文明旅
游工作落实不到位，不得推荐为
文明旅游先进单位，已经取得文
明旅游先进单位称号的，要予以
取消。严格落实旅行社主体责任，
旅行社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时，
要附送文明旅游宣传资料、不文
明出游典型案例，让游客自阅自
学，增强游客的文明出游仪式。将
文明服务、文明引导纳入对导游、
领队的绩效考核，形成以组织游
客文明旅游为导向的评价制度。

旅社能否组团出境

先看文明旅游情况

聊城大学5个学院603名支教
生日前完成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支
教生涯。近八年来，聊城大学共有
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科学学
院等13个学院、17个教师教育类专
业的9351名师范生和180余名驻县
指导教师参加了实习支教“双提
高”工程，实习范围覆盖到聊城市8

个县(市、区)，支教学校达300余所，
实习学科几乎覆盖了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所有学科课程。

本报通讯员 许文豪 摄影
报道

支教生涯

6月9日，聊城市文体健身协
会和聊城市鞭陀健身协会在山东
博奥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成
立大会，会上表决通过了协会章
程、会长、秘书长和理事单位等名
单。图为聊城市文体健身协会揭
牌现场。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文文体体健健身身协协会会成成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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