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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罗
静) 20日(本周六)，由齐鲁晚
报《今日淄博》联合淄博碧桂园
共同举办的“碧桂园杯”2017山
东(淄博)首届地标马拉松系列
赛·淄博碧桂园站活动将如期
举行。目前，各方面准备工作都
已接近尾声。17日起，报名比赛
的跑友们可来本报领取比赛相
关装备。

17日一大早，就有相当一
部分报名参赛的跑友赶来领取
比赛的衣服、号码布、路线图等

装备。据了解，有一些跑友是从
博山、淄川等各区县赶过来的，
甚至还有外地市赶来的跑友。
经过一天的忙碌，有近两百名
跑友领走了装备，还有近三百
名跑友的装备未领取。未领取
的跑友抓紧时间来报社领装备
吧！

据悉，参加本次地标马拉
松系列赛的跑友，最小年龄16
周岁，年龄最大的有60周岁的
市民。据60周岁的王先生说，

“我从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坚持

每天跑步锻炼身体，坚持了十
几年了。通过运动锻炼，我感觉
自己身体比同龄人要好的多，
特别棒！我就喜欢跟跑友们一
起运动，一起锻炼。希望社会上
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有
机会跟更多跑友一起锻炼。”

在领取装备的现场，还有
不少自己没报名但帮助朋友家
人代领装备的市民。他们看到
现场的火爆之后，也纷纷要求
临时报名加入到奔跑的团队
中来。今年43岁的李女士说，

“我老伴报名参加迷你马拉
松。平时他经常锻炼，我锻炼得
比较少。这个活动还有6 . 1公里
的健身跑，我就报这个跑程短
的吧，跟我家老头子一起锻
炼。”

据悉，本次活动是齐鲁晚
报创刊30周年到来之际 ,齐鲁
晚报《今日淄博》联合淄博市
体育局、淄博市体育总会、淄
博碧桂园共同推出山东 (淄
博)首届地标马拉松系列赛,目
的就是在中央大力倡导全民

健身的背景下 ,更好地服务全
民健身事业、促进城市发展和
全民健康的双重繁荣。

本次活动得到了淄博市体
育局、淄博市体育总会、淄博碧
桂园以及广大跑友的大力支
持。目前，活动前各方面的准备
都已接近尾声，只等广大跑友
来开跑。参赛者领取比赛装备
电 话 ：樊 1 5 6 8 9 3 0 8 2 5 4 、王
13853379605。领取地址：淄博市
张店人民西路16号齐鲁晚报淄
博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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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洋
通讯员 艾英楠) 近日，来

自邹平的一对中年夫妻赶到周
村直达站务室，领取了丢在公交
车上的5500元治病钱，并不断地
向工作人员表达着感激之情。

近日，韩先生陪患有腿疾的
妻子去潍坊治病，中间要在淄博
客运中心换乘到潍坊的长途车。
15日早上6时许，夫妻俩上了周
村发往张店的一辆4路公交车。
当车辆行驶到终点站淄博客运
中心时，因妻子走路不便，韩先
生便将包放在座椅上，想将妻子
扶下车后再回来拿，结果下车后

把拿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至
进站才发现。

韩先生和妻子立即乘车赶
往公交东站，询问站内的4路车
驾驶员，驾驶员根据乘车时间帮
他推断是公交驾驶员亓洪涛的
车，那个时候亓洪涛已经发车开
往周村，因为开车不便接听电
话，只能通过东站站务员给周村
站务员打电话告知该情况。

亓洪涛到达周村火车站广
场后，站务员袭凤赶忙跑上车告
知其乘客丢包情况。亓师傅说他
车开到东站后，车上一位乘客对
他说座位上有个包，亓洪涛就将

包收起来了，可能就是这位失主
的。

后来，经过与失主核对后，
果然这个包就是韩先生夫妇的。
据悉，包里面有现金5500元，还
有四张银行卡和一部手机，以及
看病拍的片子。

失主韩先生看到给妻子治
病的钱分文未少，特别感激，不
断说着谢谢。站务员刘凤琴安抚
着二人的情绪说“公交的驾驶员
看到有丢失的物品都会保管好
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看病
要紧。平时一定要注意随身保管
好贵重物品。”

粗粗心心乘乘客客丢丢了了55550000元元治治病病钱钱

好好心心公公交交驾驾驶驶员员捡捡到到后后归归还还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罗

静 通讯员 徐凯) 17日，
记者从淄博市建管处获悉，4
月份，淄博市建筑业经济指标
呈现可喜变化，完成总产值
279 . 07亿元，同比增长67 . 93%，
全市建筑业经济运行稳健快
速，全面向好。

据悉，2017年4月淄博市
建筑业完成总产值279 . 07亿
元，同比增长67 . 93%；完成建
筑业增加值64 . 16亿元，同比
增长52 . 00%，各项经济数据量
速齐升。特别是企业运营方
面，淄博市建筑企业总收入、
工程结算收入、工程结算利

润、利润总额、实缴税金均呈
现可喜的增长态势，其中实缴
税金完成11 . 89亿元，同比增
长率高达97 . 71%；工程结算总
额完成12 . 89亿元，同比增长
率79 . 57%，建筑企业运营出现
明显好转态势。

各区县中桓台县建筑业
产值依旧保持全市最高，行业
龙头地位稳固，高青县、张店
区总产值73 . 62亿元、39 . 54亿
元，增速分别高达525 . 06%、
183 . 09%，发展态势迅猛，博山
区产值增速101 . 39%，延续了
一季度以来的高速增长态势，
展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

建建筑筑业业经经济济运运行行全全面面向向好好
4月份完成总产值279亿元，同比增长67 . 93%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
道德教育，弘扬孝敬父母的传
统美德，“母亲节”期间，新城
镇昝家小学开展“母亲节"感恩
系列教育活动。旨在让学生们
较为深刻地理解母爱的伟大。

(李保国)

桓台县昝家小学：

开展感恩母亲教育活动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开展团队教研活动

日前，沂河源学校举行“弘扬
五四精神，构建和谐校园”幸福少
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
歌合唱比赛。（解文刚 李文华）

为促进教职员工之间的交
流，充分发扬团队合作精神，日
前，沂源四中举行了教职工拔
河比赛。 (孙万友)

日前，沂源三中开展“五个
一”活动，向全体师生进行防灾
减灾的宣传和教育。

（王京军 江秀德）

母亲节期间，沂源县石桥
镇东北庄学校组织开展了“帮
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主
题活动。 (王霞)

为提升团队教研的实效
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近
日，房镇中心小学语文组开展

“同课异构”联合教研活动。教
研过程按照“模拟讲课---课
例示范—研讨重构---课堂展
示”的流程开展。 (张大鹏)

近日，朱台中学举办了消防
安全培训会，各处室、级部消防
安全管理员、治安员、楼管员、生
活老师、门卫人员参加了会议。
旨在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大
本职岗位范围的隐患排查力度，
杜绝事故发生。 (孙邵萍)

临淄区朱台中学：

举办消防安全培训会

近日，张店六中“2017年级
部篮球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
篮球赛展现了六中学子积极向
上的青春风采，营造了热爱体
育、崇尚运动的浓厚校园氛围，
同时充分展示了学校篮球运动
和体育教学的成果。(黄友珍)

张店六中：

级部篮球赛圆满落幕

张店区大张学校：

举行字词达标活动

为促进规范用字、规范书
写，日前，大张学校举行了学生
字词达标活动。此次活动由学校
统一组织，以语文基础字词为
主，各教研组对易混易错的字、
易出现倒笔的字进行归纳梳理，
最后形成达标试题。 (何美丽)

日前，临淄区教育局督导评
估团对临淄二中“自主发展———
教师发展”实施情况进行督导点
评。点评活动，将促进该校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青蓝工
程、名师工程、团队建设，有力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 （郑军）

临淄二中

自主发展督导点评会
圆满结束

淄川区黑旺中学：

举行校园读书节
启动仪式

日前，黑旺中学举行了“国
学浸润青春”第十届校园读书节
启动仪式。旨在营造浓郁的读书
氛围，促进全校师生综合素养的
全面提高，培养师生终生学习的
良好习惯。 （张翠平）

在第九个防灾减灾日，马
尚一中开展了以“加强防灾减
灾，创建平安校园”为主题的安
全教育周活动。召开一次防灾
减灾主题班会，举办一次安全
教育主题手抄报展，组织一次
安全应急疏散演练。（孙梦君）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活动

临淄区敬仲中学：

科技活动促进学生
素质发展

日前，敬仲中学连续组织学
生参加了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及淄博市中小学生电脑制作
比赛两项科技信息比赛。据悉，
根据上级要求，该校积极组织，
提前准备，动员学生动手进行创
新制作及电脑制作。 (李秀亭)

沂源县西里镇成教中心：

举行苹果套袋技术培训

近日，西里成教中心组织
有经验教师走村入户，深入田
间地头，对果农就苹果套袋前
后的管理进行培训，确保今年
苹果丰收。目前，该校已对20个
村300多户果农进行了培训。

(宋丙国 王财富)

沂源县福和希望小学：

开展青年教师公开课活动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
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夯实教
师驾驭课堂教学的基本功，近
日，南麻街道福和希望小学开
展“青年教师公开课”活动。由
参加工作五年以内的4名青年
教师执教公开课。 (刘燕青)

临淄区皇城二中：

举行爱心义卖活动

近日，皇城二中举行了“爱
心义卖微公益，精准帮扶聚善
行”义卖活动。活动中，老师和学
生们纷纷来到义卖现场，慷慨解
囊支持公益。本次义卖共筹集善
款2345 . 5元，所有款项全部用于
资助该校的贫困学生。（邵国辉）

沂源县历山街道成教：

帮助果农增产创收

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成
教中心教师组织经验丰富的
果农召开座谈会，交流果树管
理、果品营销经验。帮助果农
增产创收，深受参会者的好
评。 （张庆英）

临淄区康平小学：

“五到位”确保校园安全

为全力做好学校安全稳
定工作，康平小学做到“五到
位保安全。组织领导到位，隐
患排查到位，安全值班到位，
安全逃生演练到位，责任追究
到位。 (曹学江)

唱响五四 唱响青春 同心共圆四中梦进行“防灾减灾”教育 开展感恩母亲活动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廉政党课学习活动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一
步提高党员思想素养，增强廉洁
从教意识，近日，淄川区实验幼
儿园党支部开展了“做‘四有’好
教师”专题党课活动。重点强调
要认清形势，严明纪律，充分认
识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李霞）

为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荆山
路小学开展了随机“推门听课”
活动。 (孙静)

开展随机听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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