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微信账户名

9月9日 魏玮、泰山残剑

9月10日 小贝、泰山

9月11日 李岩、王琪

9月12日 红塔山、阿国

9月13日 吴修强、巴黎铁塔

9月14日 逄悟霜、宫语

9月15日 爱望、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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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本报泰安9月15日讯(记者
曹剑) 本报金秋车展19日至21日
亮相体育中心。记者了解到，中秋
节订车抽奖享受百分之百中奖待
遇。ipnone5手机、电压力锅、电磁
炉等您抽回家。此外，新泰、肥城
市民来泰安体育中心看车，本报
安排大巴车专门接送，请提前电
话联系。

9月19日至21日，作为泰城车

界顶级盛宴的齐鲁晚报秋季车展
将在体育中心举行。11日记者从
组委会了解到，目前体育中心所
有展位均已订出，泰城多家经销
商悉数参展、涵盖24个品牌的车
型，参展品牌包括合资、进口、自
主，涵盖了高中低档车型。

其中，东风日产、上海大
众、一汽大众、东风裕隆、荣威、
中华、雪弗兰、别克、英伦、江

淮、长安、宝俊、风行、奔腾、福
特、广汽丰田、现代、启辰、斯柯
达、华泰、比亚迪以及沃尔沃、
英菲尼迪、凯迪拉克和路虎等
精品车型悉数到场参展。车展
上 会 有 奔 驰 、保 时 捷 和 日 产
370Z等多款跑车亮相。(以上品
牌排名不分顺序)

为感恩回馈泰城市民及广大
读者朋友，本次车展加入了订车

抽奖环节，订车在享受参展优惠
基础上，本报提供iphone5等大奖
等您来抽取。其中一等奖为价值
5000元iphone5手机；二等奖为价
值300元电压力锅、豆浆机； 三
等奖为价值200元电磁炉、电饼
铛；四等奖为花样年华门票；五等
奖为电影票。“中秋节当天订车，
承诺订车市民百分之百中奖。”工
作人员说。

此外，为了方便新泰、肥城市
民来车展看车，20日，本报安排大
巴车免费接送。新泰集合时间和
地点为：20日上午9点，新泰市明
珠广场电视塔下集合，联系电话：
18653881036；肥城集合时间和地
点为：20日上午9点，肥城上海世
纪 城 门 口 ，联 系 电 话 ：
18615380516，市民可提前电话预
约。

从从新新泰泰肥肥城城来来看看车车，，免免费费大大巴巴接接送送
20日上午9点发车，分别在明珠广场电视塔下、上海世纪城门口集合

从9月9日起，本报推出微
信公众平台送奖活动，每天前
两名关注微信账号的用户可
免费获赠电影票一张。第一周
获奖名单已经产生，请中奖网
友及时到报社领取奖品。

9月9日起至12月31日，本
报推出微信公众平台送奖活

动。每天前两名关注的用户可
获赠电影票一张。活动每月为
一个周期，每个周期最后一
天，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抽奖平
台，在所有已添加关注的用户
中(仅限泰安地区)抽取一名幸
运用户给予奖励。奖品包括电
磁炉、豆浆机、电压力锅等，价
值400元左右不等。

微信抽奖信息发布后 ,很
多网友都很关注。网友“祺祺”
发来信息说，“祝本报越办越
好，关注很久啦！”“浩@_@浩”
发来信息说，“一直关注你们 ,

我在抽奖名单中么?”网友“阿
国”说，“这个活动好好呀，哈
哈”。网友“？_？”没有中奖，发

来一个大哭的表情，说“等你
们再有活动快告诉我们啊！”
想抢到免费电影票和其他大
奖么？快来关注我们吧。

微信好友添加方式:选择“添
加朋友”,直接搜索“齐鲁晚报今
日 泰 山 ”, 或 搜 索 微 信 号

“qlwbjrts”。您也可以选择“扫一
扫”,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我们。

活动时间：9月9日——— 12

月31日。
奖品领取地点：望岳东路

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四楼齐
鲁晚报《今日泰山》编辑部。电
话：6982110。

本报见习记者 薛瑞

关关注注本本报报微微信信1144人人抢抢到到电电影影票票
活动还将继续，欢迎您的参与

第一周获奖名单

本报泰安9月15日讯(记者 曹
剑 ) 15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泰
安迎来雷阵雨天气，中午过后，天空
艳阳高照雨还下个不停。据了解，当
天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宁阳华丰，为
38 . 8毫米，而宁阳磁窑则受到冰雹
袭击，农作物、车辆被砸。

15日上午9点，记者沿泰明路进
入泰安境内，天空开始零星落下雨
滴，到下港乡附近时，雨量稍稍变
大。一直行至环山路上，地面干燥，
没有降雨迹象。10点半左右，记者沿
104国道进入开发区，天空中响过阵
阵雷声，雨点随即落下。降雨持续约
半小时后减小。

下午1点左右，市政府附近艳阳
高照，看地面判断曾下过雨，十几分
钟后，虽然已经艳阳高照，但是雨量
加大，出现“太阳雨”。泰安市气象局
工作人员说，由于14日白天气温较
高，夜间特别是后半夜冷空气到来，
导致强对流天气出现。热心读者反
映，宁阳磁窑镇遭受冰雹袭击，大量
农作物被砸，有市民露天放置的汽
车也被砸，冰雹直径约1厘米。“宁阳
磁窑冰雹是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
的。初夏、初秋冷热气流交汇，容易
产生冰雹。”

气象台截止到15日下午3点54

分统计数据，泰安全市平均降水量
仅为3 . 2毫米左右。当日最大降水量
出现在宁阳华丰，为38 . 8毫米，磁窑
为29 . 4毫米。未来三天，天气状况相
对较好，16日多云间阴，局地有雷阵
雨，降水概率40%，最高气温：30℃左
右。17日，晴到少云，降水概率20%，
最高气温：31℃左右。18日，晴间多
云，降水概率30%，最高气温：30℃左
右。

华丰下得最大

磁窑降下冰雹

1 5日下午1点左
右，泰城突降大雨，望
岳东路附近，一女士将
包顶在头上疾行。 本
报记者 张伟 摄

突然来了

一阵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
化日趋突出的现状 ,如何及时有效
地维护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 ,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
热点和难点问题。泰安市岱岳区司
法局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等职能作用，积极为老年
人提供法律服务，打开“隔心锁”，架
起“连心桥”,减少了社会矛盾的发
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一、广泛开展法制宣传，不断
提升全社会的敬老意识。为了营造
尊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气，岱岳区
司法局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
制宣传，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敬老意
识。一是拓展宣传形式 ,营造尊老
敬老的社会风气。岱岳区司法局组
织人员制作了《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宣传板块，在全区巡回教育宣
传；通过村(社区)广播、宣传栏、黑
板报等形式向村民 (社区居民 )进
行宣传。在天平街道办事处南黄社
区建成了一条长380米、面积达600

多平方的法制宣传街道；在化马湾
乡新店村筹建文化、休闲、健身和
法制宣传为一体的法治文化公园，

使广大村民了解了《老年人权益保
护法》等法制内容，懂得了尊老敬
老的社会意义。二是建立维权网
络，把老年维权延伸到街道社区。
依托区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建立
健全了全区、乡镇、村居 (社区 )街
道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形成了覆盖
全区的老年维权网络通道。目前，
共有2个街道办事处、15个乡镇设
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600个村(社
区 )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联络
员和法律援助明白人。三是举办法
律大集活动，让涉老维权入心入
脑。岱岳区司法局组织机关干部和
乡镇司法所长在人口密度高度集
中的大汶口、良庄、房村等大集上
设立法律宣传咨询点，摆放宣传展
板，发放老年人维权资料，现场解答
老年人提出的法律咨询。

二、注重法律知识宣讲，不断增
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一是配合区
老龄办开展老年人维权专题法律讲
座 ,在区广播电视台开办了法制宣
传专题栏目《法治视界》，邀请专家
和有经验的法律工作者上课。在每
个村(社区)建立了一个法制宣传橱

窗、一条法制宣传一条街、一个法律
图书室、一支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和
一套居民学法制度，每季度开展一
次义务法制教育宣传活动，使老年
人对维权内容有了初步了解。二是
注重典型引路。区司法局注重典型
引路，努力打造一批法治精品社区，
以点带面，整体推广。重点培植了天
平街道池子崖社区、满庄镇南营社
区、粥店街道粥店社区三个社区。三
是注重送法下乡。区司法局利用每
年的普法宣传月、“12 . 4”法制宣传
日等时机，组织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宣传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发放法律小册子或法律明白
纸；各镇司法所配合文化站开展了

“电影下乡，普法上门”活动，将老年
人权益保障的宣传短片插播在电影
播放前后。

三、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改
进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区司
法局党组一班人在思想认识上有
提高，在服务意识上求突破。一是
在自身业务素质上求突破。要求每
个机关干部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不
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素质，对老

年人提出的法律咨询要回答准确，
解释清楚，力争做到“一口清”。二
是在改进工作方法上求突破。区司
法局把经常涉及老年人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继承
法》等相关内容整理成册，把经常
涉及老年人的房屋拆迁、财产、赡
养等重点维权问题把握好，工作起
来方便快捷。三是在服务质量标准
上求突破。局党组要求机关干部对
待前来法律咨询的老年人，做到热
情接待，认真登记，及时回访。对于
行动不便不能前来的老年人，可以
通过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工作中，
区司法局制定了文明服务《十不
准》，倡导挂牌上岗，时刻接受人民
群众的监督。每周进行一次小结，
每半月进行一次评比，每月进行一
次总结。近四年来，接待老年人法
律咨询2000多次，每次他们都是满
意而归，区纪委没有收到一封告状
信，没有收到一次举报电话。

四、优化整合法律资源，不断激
发法律工作者的职能意识。一是发
挥人民调解职能，为老年人打开“隔
心锁”。区司法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第一道防线”作用，始终坚持将普
法与调解结合在一起，在普法中不
忘调解，在调解中积极普法。2012年
11月，某街道办事处的社区居民七
姊妹因为老人遗留下的3万元遗产
归属产生了纠纷，争吵打闹让每个
家庭无法生活。调解中心接到年逾
七旬老人的求助电话，工作人员详
细询问了事件的起因，倾听了七姊
妹的想法，依据《继承法》耐心细致
地讲解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最终，七姊妹握手言和，达成了协
议。近四年来，全区共为老年人调解
纠纷221件，办理各类案件107件。二
是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为老年人撑
起“一片天”。对于一些拒不接受调
解和调解不成的家庭纠纷 ,遵照老
年人的申请,采取法律援助的形式 ,

选派优秀律师或基层法律工作者
为其诉讼 ,依靠法律手段维护保障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四年来，全区
共接待来(电、信)访咨询1869人次，
累计接受当事人申请478份，共受
理办结符合条件的各类援助案件
435件，受援人数达469人次，援助
率达100%。

打打开开““隔隔心心锁锁””架架起起““连连心心桥桥””
------泰安市岱岳区司法局维护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纪实

□ 韩照利 郑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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