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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31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今年端午节假期期
间，聊城游客人次、旅游收
入等各项指标再创新高。据
统 计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5 3 . 7 1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 61%；实现旅游消费3 . 17
亿元，同比增长14 . 57%。

文明旅游已成风尚。今
年“端午”小长假前，聊城开
展主题为“文明旅游·绿色
出行”活动，在东昌路、柳园
路等主干道联合交警队一
起站岗执勤，宣传文明出行

知识。今年端午小长假旅游
不文明行为较往年明显减
少，没有发生不文明旅游事
件，文明旅游、安全旅游、绿
色旅游、和谐旅游开始成为
风尚。

节庆活动精彩纷呈。端
午节前，聊城市先后精心策
划举办了第六届中国(莘县)
瓜菜节暨中原现代农业嘉
年华等活动，高唐赛石花
朝园、泉聚苑养生休闲旅
游度假村等乡村旅游景点
争相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优
惠活动及产品，中华水上

古城推出了露天电影、豫
剧演出、杂技文艺演出等
各类专项主题活动，吸引
了 众 多 的 市 民 和 游 客 前
往。各县(市、区)根据自身
旅游资源推出了系列精彩
民俗活动，让游客直观感
受到了古老而独具魅力的
水城地方民俗。

乡村游依然火爆。品西
瓜、尝酸杏、看麦浪起伏、观
丰收景色，大批游客选择周
边乡村短线游、城郊一日游
和休闲度假特色线路，小长
假期间，以城区+郊外一日

游、二日游的生态游颇为火
爆，温泉度假、水边垂钓、生
态园采摘等多个一日游项
目备受青睐。

旅游市场井然有序。假
日前，市旅发委成立了一把
手为组长的假日旅游工作
领导小组，及时公布假日值
班和投诉电话，坚持24小时
值班制度，检查督导小组深
入景区进行现场督察，全市
假日经济秩序井然，服务优
质文明，游客满意度普遍提
升，未发生重大旅游投诉和
旅游安全事件。

旅游人次、收入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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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31日讯(记
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绪
江 王浩庆) 5月27日聊城
市复退军人医院联合莱商
银行、聊城市佳科达商贸有
限公司(国酒茅台总代理)在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慰问在
医院疗养的1 5 0名优抚军
人，借我国的传统节日，慰
问共和国的功臣，接受老一
辈革命功臣的传统教育，聆
听功臣讲述战争年代的革
命故事，旨在教育我们热爱
党和祖国，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莱商银行、聊城市佳科达商
贸有限公司领导参加活动，
为在院疗养的优抚军人送
上了名牌粽子30余箱、矿泉
水50箱、水果篮、鸡蛋数箱、
小扇子、衣服等慰问品。聊
城市复退军人医院副院长
时长忠在欢迎词中说，医院
每年在全市各县市区收治
复退军人优抚对象600余人
次，住院床日20余万床日，
为做好全市拥军优属工作，

地方支援部队建设，稳定军
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
时面向社会开放，服务于全
市人民，受到市委、政府及
广大人民的赞誉和信赖。在
互动活动中，老军人们唱了

《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
歌，对慰问单位表示了热烈
欢迎。

参加活动的莱商银行
新入党的党员们，他们纷纷
表示，吃水不忘挖井人，要
向革命老前辈学习传统文
化，接受红色教育，学习老
一辈的吃苦精神，并在现在
的岗位上发挥共产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

聊城市佳科达商贸有
限公司(国酒茅台总代理)领
队在慰问词中说，我们共和
国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要
感谢革命老前辈的流血牺
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我们做企业的人，就
要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回报
社会，回报客户，回报为革
命作出无私奉献的革命功

臣。话音未落，激起老军人
们一片热烈掌声......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是全市唯一一所民政优抚
医疗全额事业性质的一家
二级甲等综合公立医院，肩
负着全市复退军人、民政优
抚对象的医疗康复任务，
同时面向社会开放。在完
成医疗康复任务的同时，
为了提高和丰富老革命功
臣的精神文化生活，医院
成立了聊城大学大学生社

会实践暨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经常联合多家单位，利
用传统节日，组织聊城大
学，陆航团、军分区，武警、
聊城豫剧团、京剧团、聊城
百花艺术团等多家单位团
体，开展丰富的文艺节目
汇演，让在医院疗养的革
命功臣们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提高生活质量，把党和
政 府 以 及 社 会 各 界 的 温
暖，送到每位在院疗养的
优抚对象心坎上。

端端午午节节慰慰问问在在医医院院疗疗养养的的115500名名优优抚抚军军人人

端午节慰问在医院疗养的150名优抚军人。

本报聊城5月31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贾英臣) 5

月31日，在六·一儿童节到来前
夕，在东昌府区堂邑镇联合校
举行2017年聊城市“庆六·一体
育彩票爱心助学捐赠活动”，聊
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出资2
万元资助20名贫困儿童。

聊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主任张怀发给孩子们带去
了节日问候，指出中国体育彩
票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公
益彩票，体育彩票所筹集的资
金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基金，红
十字人道主义救助、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维护、
残疾人事业、农村(城镇)医疗
救助基金、教育助学、发展体
育事业、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和
实施奥运争光计划。

近年来，在市体育局的正
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全市体彩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聊城市体育彩票事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2016
年聊城体育彩票销量达5 . 5亿
元，总销量和市场份额均实现
历史性突破，自体育彩票在聊
城市发行以来，累计销售近25
亿元，筹集国家体彩公益金8亿
余元。所募集的地方体彩公益
金，为聊城市竞技体育水平的
提升、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提

供了强大的经费支持，有效地
推动了聊城市体育事业的快速
发展，也为聊城市的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增砖添瓦。

随着体彩事业的发展，始
终没忘以关心支持教育事业
为己任，为教育发展积极贡献
力量。近年来，利用体彩公益
金多次举办爱心助学捐赠活
动，陆续从体彩公益金中出资
360余万元，为全市140余所学
校捐赠了体育器材、学习用
品，资助了数百名品学兼优的
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圆了大
学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到
来之际，聊城体彩中心又出资
2万元，向堂邑镇联合校中品
学兼优、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
20名少年儿童进行体育彩票
爱心捐赠，帮他们度过眼前的
困难，安心学习。

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这次爱
心助学活动，是体育彩票支持
教育、奉献爱心的具体体现，
也是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
之于民”这一公益属性很好的
诠释。今后，将继续开展形式
多样的助学捐赠活动，将点滴
之爱汇成爱心的海洋，帮孩子
们实现希望和梦想，助孩子们
快乐成长、扬帆远航。

聊聊城城2200名名贫贫困困儿儿童童获获得得体体彩彩爱爱心心助助学学金金

联合校为聊城体彩中心赠送爱心锦旗。

为孩子们颁发助学金。

5月27日，聊城市第七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龙舟比赛在东昌湖上火热
举行。本次龙舟比赛由聊城市全民
健身运动会组委会主办，聊城市体
育局、江北水城集团承办，聊城市体
育馆协办。各县(市、区)、市属开发
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聊各单
位为单位组队参赛。竞赛项目为500
米直道竞速。赛事分为县(市、区)组，
市直机关组，企事业组，共有13支代
表队270余人参赛。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赛龙舟迎端午

又收拾了一大纸箱子玩具，带着
上周练摊的经验及教训又出发了！

广场上人还是那么多！卖东西
的、买东西的、单纯玩乐的，熙熙攘
攘！赶紧找个地方把东西摆出去，看
看上周卖草莓的老爷爷今天来了么？

好，西南角树荫下，卖草莓的
老爷爷还在那儿！又让给了我一席
之地，正好又把我的玩具摆在那
儿！同样，刚刚摆上，又有位小弟弟
看上了我的“战斗机”了啦！

领着小弟弟的阿姨说：“小朋
友，这个多少钱？”

这时，我不慌不忙地说，心想：
这回坚决不喊3元钱了，多喊点，于
是说：“300元！”

谁料，这次阿姨没有买！嘴里
嘟嘟囔囔的，不知说的什么，领起
小弟弟就走了！

当时我的心里很是纳闷，怎么
这次阿姨不买啊！

首战出师不利，接下来，问的
看的倒是不少，就是没有人买！日
到偏西，我的商品还是原来的这
些！

哎，做生意那么难！
收工回家的我像撒了气的气

球，饿扁瘫坐在客厅！
小记者：郭子豪 阳谷明德小

学二年级
指导老师：刘淑霞

练摊(二)

近日，东昌府区道口铺中心小
学的老师们在校领导地带领下来到
道口铺街道敬老院奉献爱心。他们
有的给老人们打扫卫生，有的为老
人们梳头、捶背，还有的包粽子。“你
们真好能陪我们这些老人聊聊天，
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一位老人高
兴地说。听了老人的话，老师们感到
平时为老人们做的太少了，以后要
经常关心关注这些老人。

(谢艳红)

东昌府区道口铺

中心小学敬老院献爱心

近日，东昌府区农村小学教学展
示活动在道口铺中心小学举行。期间，
孩子们展示的大课间、别出心裁的选
修课、优美的经典诵读，特别是二年级
200多名孩子吹奏的葫芦丝表演震撼
了参会的领导和老师们，他们都为孩
子们的经彩演奏竖 起了大拇指。此
次活动联校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并
得到了东昌府区教育局领导和兄弟
单位的好评。 (谢艳红)

东昌府区举行

农村小学教学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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