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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教育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彭
彦伟) 22日，记者从日照市气
象台获悉，受台风“潭美”影响，
日照市近海将有大风天气，23日
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将有
强降水。

今年第12号台风“潭美”
22日凌晨在福建福清沿海登陆，
现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上
午9点的中心位于北纬26 . 1度，
东经118 . 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为10级(25米/秒)，中心气压为
977百帕。预计“潭美”将以每小
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偏
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22日
-24日日照市近海海域偏东风逐
渐增强到6-7级，阵风9级，沿海4
-5级，阵风7级，内陆4级，阵风6

级。受台风倒槽影响，23日日照
市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
区将会产生短时强降水。目前
正值天文大潮期，日照市气象
台建议做好防风、防风暴潮和
短时强降水等各项工作。

气象台预计12号台风“潭
美”对日照市内陆影响不大，但
是对沿海、海面等将造成一定影
响。建议做好近海水域作业和过
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水
产养殖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8月底到9月初，是高校集中开学的日子。记者采访发现，前去日
照火车站售票大厅购买车票的学生明显增多，目前来看，除开往牡丹
江、北京方向的列车票源相对紧张外，其余方向火车票较易购得。

在日照长途汽车站，已有部分学生开始提前返校，预计25日前
后，客流达到高峰。车站工作人员建议，前往热点方向的旅客，要抓紧
提前购票。

>>日照火车站

省内方向票源充足

牡丹江北京方向票难买

8月22日上午10点，在日照火
车站，有不少学生正在排队买
票，在临沂上大学的小李拿着刚
买的火车票兴冲冲地说：“买到
票了，我们9月1日开学，本来还担
心买票困难，今天早早地就赶过
来等着，不过发现票还挺充足。”

记者从日照火车站了解到，
从日照站始发的列车一共有7

列，分别通往北京、郑州、上海、
济南(2辆)、牡丹江，以及间隔日
增加的往返西安的列车。北京方
向、牡丹江方向的列车票源相对
紧张，特别是开往牡丹江方向的

列车，截止到26日的卧票、坐票均
已售完，8月27日-9月1日的车票
余量也较少，通往上海、济南等
地的票源，目前则相对充足。

“前往省内各地方的票目前
来看并不难买，不过还是提醒学
生提前购买，以免出现票源不
足。”日照火车站的一名工作人
员说道。

>>长途汽车总站

不少学生提前返校

25 日前后将现客流高峰

随后，记者又来到日照长途
汽车总站。在车站，不时有学生
拉着行李箱从出站口走出，但人
流量较小，并未出现客流高峰。

“我们是26日正式开学，开

学前两天人肯定特别多，肯定会
比较拥挤，所以我就提前过来
了，现在人相对少，我们坐的车
还有几个空位。”来自邹平的曲
阜师范大学学生小于说。据了
解，不少同学都是考虑到临开学
时人流量大，选择提早来校。

据长途汽车总站的工作人
员王女士介绍，8月22日起，学生
客流量明显增多，“但目前还不
算高峰时期，应该要等到25日左

右，之后大一新生又要开学，所
以学生流将至少持续到9月7日
前后，当然也要根据各学校的开
学时间来看。”王女士说。

王女士还告诉记者，车站发
送旅客的热点方向，省外集中在
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省内则
集中于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
地。“汽车票是提前5天起售，如
果是前往热点城市，最好提前购
买。”王女士说。

暑暑期期营营销销秀秀颁颁奖奖仪仪式式周周日日举举行行
上午9点半开始，实验高中报告厅不见不散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张
萍) 由本报联合宜生集团举办
的“宜生杯·齐鲁晚报第二届暑
期营销秀”在经过4周的沸腾后
完美落幕。本报将于8月25日在
实验高中举行颁奖捐赠仪式。因
车位有限，建议家长和小报童最
好乘公交车前往。

现场领取奖品

还可捐报款给小博文

在活动现场，本报将公布获
奖名单，揭开获奖者的“神秘面
纱”。本报将根据报童们累计的
售报数量，评出一等奖1名，颁发
获奖证书、500元现金以及学习
用品；二等奖5名，颁发获奖证

书、200元现金和学习用品；三等
奖10名，颁发获奖证书、100元现
金和学习用品；优秀奖50名，颁
发获奖证书以及价值100元的学
习用品。对于每位参与卖报的小
报童，本报都将颁发优秀奖的证
书。

另外，此次活动的捐助对象
付博文一家也将来到现场，报童
们可了解他的手术情况，还可自
愿将自己的卖报所得捐给小博
文，帮助他早日康复，倾听美妙
的世界。

校内车位有限

建议乘公交前往

自7月14日卖报活动启动以

来，小报童们在烈日下挥洒汗
水，坚持卖报，成为日照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他们的执着和奉献
精神，感动了过往的路人。尽管
皮肤晒黑了，嗓子喊哑了，他们
却收获了内心的充实。对他们而
言，不在于卖出了多少份报纸，
也不在于赚了多少钱，最重要的
是第一次接触社会，体验营销生
活，奉献自己的爱心。

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难言
的委屈，通过卖报，有的孩子学
会了坚持，有的孩子学会了奉
献，有的孩子懂得了勤俭节约，
有的孩子变得更加勇敢，有的孩
子学会了感恩……无论如何，这
是孩子们可贵的人生财富，若干
年后，他们依然会记着这个夏天

不一样的卖报生活。
本报的颁奖捐赠仪式设在

了实验高中的学术报告厅，颁奖
时间为8月25日(本周日)上午9点
半。由于车位有限，建议家长们
尽量选择打车或者乘坐公交车
前往。可乘坐7路、24路、30路或
34路公交车，在实验高中站下
车。

另外，活动现场，本报还将
现场招募2014年度齐鲁晚报小
记者，全年活动经费200元，赠送
2014年齐鲁晚报一份 (价值180

元 )，报名本报小记者就可参加
本报组织的各类小记者活动，让
孩子们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了解
小记者团信息，可加入齐鲁晚报
日照妈妈QQ群：230817037。

开往牡丹江、北京方向火车票比较紧张

2255日日前前后后，，日日照照将将迎迎返返校校客客流流高高峰峰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林萍

22日，随着曲阜师范大学开学临近，已有学生陆续返回日照。

多家考级机构

来日照开考

22日上午，在日照少年宫东
港分宫，不少家长和考生在此等
候考试。一位9岁的考生说，他报
考了播音主持五级和小提琴五
级两个项目的考试。

8月21日下午，山东省学生
艺术水平考试在日照少年宫和
日照少年宫东港分宫拉开帷幕。

据了解，8月13日-15日，中
国音乐学院日照考区音乐考级
活动在日照市群众艺术馆举行。

而在8月9日，中国音乐家协会
音乐考级日照考区在日照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举办。除这三家外，日
照市还有多家考级活动“入驻”。这
些考级集中在暑假期间举办。

“不同单位组织的考级，这
好比英语领域里的雅思和托福。
不同的考级活动有不同的参与

对象。”一位老师介绍。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这三

家，还有不少考级机构也来日照
组织考试。

中小学生积极参与

报考人数都创新高

据了解，参加3个不同机构
考级活动的考生数量都创历史
新高。其中参加中国音乐学院日
照考区音乐考级活动学生为980

人，报考民族管弦乐器的人数最
多，达到349人。参加省学生艺术
水平考试的共有1000余人，参加
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考级的考
生有1500多人，也都远超去年。

“参加音乐考级的多为中小
学生，占考生总数的95%以上，
也有少数成年人，包括部分学校
的老师、培训机构老师等。”日照
市群众艺术馆一工作人员说。

“随着家长对孩子艺术培养

的重视，参加艺术考级的学生较
往年增多，本次艺术考级共设45

个科目的考试。其中，书画类、舞
蹈类考生报考人数占了主流。”
日照少年宫一位负责人说。

学电子琴的三年学生王聪
说，为考级，他准备了大半个暑
假。“终于考完了，可以放松一下。

家长盼孩子有竞争力

专家建议理性看待

家长王立国说，来考试主要
是为了督促孩子多学东西。也没

有想让孩子走艺术这条路，主要
是想让孩子多掌握一点技能，增
加以后竞争的砝码。”来陪孩子参
加古筝四级考试的王女士说，孩
子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古筝，现在
已经两年了。“现在社会竞争这么
激烈，有点特长对以后有好处。”

中国音乐学院日照考区音乐
考级活动的一位评委说，考级应主
要起到鼓励孩子学习艺术的作用，
同时考量孩子的艺术水平。

他建议，家长不应把考级赋予
太多的意义，家长应该理性看待考
级问题，不能单纯追求高级别。

8月多家艺术类考级机构来日照开考，报考人数创新高

临临近近开开学学，，孩孩子子们们扎扎堆堆忙忙考考级级
22日，山东省学生艺术水平考试在日照少年宫东港分宫举办。

这是8月份在日照举行第三个大型艺术类考级考试，报考人数创历
史新高。据了解，除此之外还有多家考试机构在日照进行考级考试。
临近开学，孩子们扎堆忙考级，一名考生称，为了这次考级，他准备
了大半个暑假。

姓名：孙小雯
性别：女
出生日期：2011年3月13日
明星推荐：北京红黄蓝亲子园
日照分园
宝宝爱好：喜欢跳舞、听歌
父母寄语：愿小雯健康快乐，
茁壮成长！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受“潭美”影响

日照今日有雨

为了提升团队高效执行
力，岚桥集团公司员工近日冒
着酷暑，来到日照驻龙山风景
区燎原基地参加体验式拓展
训练。

员工们进行“信任背摔”
训练项目，意在让员工树立责
任意识，培养相互信任，换位
思考的能力。让员工在面对集
体信任感和责任感时摆正心
态，让员工理解信任是体现人
生的根本，诚信是事业的基
石。

通讯员 张凤山 摄影报道

岚桥集团员工

燎原基地练信心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永斌

22日上午，在日照少年宫东港分宫，不少家长和考生在此等候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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