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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首首个个健健康康主主题题公公园园落落户户滕滕州州
地点在荆河公园，另外龙泉广场也建成首个健康主题广场

本报枣庄11月4日讯 (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解伟 曹

宗悦 ) 4日，记者了解到，为全
面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传播健康知识，滕州市卫生局、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投资近30

万元对荆河公园和龙泉广场进
行了改造，将其打造成了枣庄首
个健康主题公园和健康主题广

场。
据了解，健康主题公园设健

康主题雕塑1个，分设健康步道
区、健康健身区、健康活动场所
以及健康运动体验 4个功能场
所；健康主题广场设健康主题雕
塑1个，分设健康步道区、健康健
身区以及健康活动场所3个功能
场所。在运动活动区树立的体重

-身高换算转盘，居民可根据自
己的体重与身高查找到自己的
体重身高指数 (BMI)，提醒大家
保持健康体重。

据滕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健康主题
公园和健康主题广场以宣传健
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倡导健
康行为理念，突显健康教育宣传

为目的。健康主题公园大力倡导
“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
一辈子”的健康“一二一”理念，
全力弘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四
大基石。让群众在生态园林中强
身健体，在休闲娱乐中获取健康
知识，将健康文化有机地融入休
闲健身活动之中，使之真正成为

宣传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的
“窗口”，成为寻找健康方法、交
流健康心得的“场所”。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相关
部门还建立了一条长约13 . 6公
里的“健康骑行”自行车道，设立
了骑行雕塑，沿途增设了健康骑
行的知识宣传，倡导绿色环保的
出行、锻炼方式。

市民在用体重-身高换算转盘计算自己的的身高体重是否达标。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摄

好好天天不不常常在在 88日日又又降降温温
届时会有6至8℃的降温，并带有小雨

本报枣庄11月4日讯 (记者
赵艳虹 通讯员 刘建清 )

经过上周的雾霾天气和阴雨天
气后，4日，枣庄重新明亮起来，
能见度也明显好转。但是，好天
气持续不了多久，8日将又会迎
来一次强冷空气。届时，会大幅
降温并带有小雨。

4日中午的太阳，让不少人
感受到了深秋少见的温暖阳光，
在阳光和所冷空气的共同作用
下，上周的雾霾天气也终于有所
缓解，空气质量有了明显好转。
而4日温暖的阳光也让市民感觉

纳闷，市民刘女士称，眼看还不
到半个月时间就要供暖了，可
天气依旧这般温暖，是不是在
送暖之前会有大幅度的降温过
程。枣庄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 ，4 日 市 中 区 最 高 温 度 达 到
19 . 3℃，而最低温却只有5℃，虽
然中午温度较高，但一整天的
温差较大。因上周后几天冷空
气势力较弱，而且每次冷空气
过后，温度总会有一些起伏。加
上太阳辐射的作用对气温回升
有一定的帮助。

据工作人员介绍，11月份出

现这样19 . 3℃的温度并不异常，
一般这个季节对增温有作用的
原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太阳的
辐射作用，另一种就是暖脊影
响。天气增温和天气系统有主要
关系，有时两种原因叠加，造成
的增温幅度会更加明显。

据介绍，本周后半段的8日
夜间，将有一次强冷空气过境，
届时会带来小雨和大幅度降温
过 程 ，降 温 幅 度 能 达 到 6 ℃ 至
8℃，最低温度将出现在下周一、
二。市民应专注天气变化及时加
衣，以免着凉。

的姐私自交易出租车运营权，车辆被收回

交交易易双双方方争争利利 合合同同被被判判无无效效
本报枣庄 1 1月 4日讯 据

了解，家住台儿庄区的郭女士，
在 台 儿 庄 某 运 输 公 司 开 出 租
车。今年 3月，郭女士以 1 0万元
的价格将自己所开出租车的使
用权与经营权卖给了市中区的
晁某。但是，据了解，郭女士的
出租车所有权应该属于所在的
出租车运输公司。双方在了解
的情况下，签署了交易合同，并
且 由 于 所 有 权 并 不 能 交 易 过
户，晁某一次性支付了郭女士8

万元，其余2万元以欠条的形式
打给了郭女士。晁某告诉郭女
士，希望她想办法通过关系尽
快将户过到自己名下，自己将
把余款打过去。交易完成后，郭
女士将自己的车交给了晁某运
营，随后晁某接车运营了五个

月左右的时间。
近期，郭女士所在的出租

车运输公司发现了郭女士私下
交易的情况，根据郭女士当初
与公司签订合同的第十条第六
款规定，“不得将不符合行业规
定的车辆参与运营，不得擅自
将承包车辆交给他人运营和使
用”，运输公司通知郭女士尽快
将车收回。但是，抱着侥幸心理
郭女士与晁某商量后并没有收
回车辆。一周后，郭女士所在的
出租车运输公司正式通知与郭
女士解除合同，并要求尽快收
回郭女士使用车辆。该通知发
出后，出租车运输公司通过相
关手续从晁某手里收回了运营
的出租车。随后，晁某要求郭女
士归还当初的 8万元。但是，郭

女士只归还了3万元的交易款。
随后，晁某将郭女士告上了法
庭，要求郭女士归还其他余款
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近日，该案在泥沟法庭公
开审理。由于双方在知道出租
车使用与经营权无法交易的情
况下，私下制定了交易合同，法
庭当庭宣布合同不成立。同时，
由于该出租车在晁某手中已经
运营了近5个月时间，已经产生
了经济效益，在当庭调解后，判
处郭女士归还交易款4万元。同
时，主审法官告诉记者，提醒出
租车司机师傅，在私下交易经
营权等之前应了解清楚，出租
车运营权的具体归属后才能做
出交易，否则所做交易是不合
法的。 （于鹏）

不愿给儿添乱
老人流浪两年

本报枣庄11月4日讯(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杨明

褚衍波 ) 一名66岁的老人为
了不给儿子们添麻烦，便到外
面流浪，乞讨。如今两年过去
了，在峄城民警的帮助下，老
人终于回到了滕州的家，一家
人终于得以团聚。

10月27日晚，峄城公安分
局峨山派出所接村民电话称：
其家来了一名走失的老太太，
请求救助。接警后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老人正
躺在报警人家门口，蓬头垢
面、身上散发着浓浓地气味。
民警遂将其带回派出所，经询
问老人王老太，现年66岁，枣庄

滕州人，老伴多年前去世，独
自居住，老人有三个儿子，只
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些生活
费，后来老人的三个儿子相继
出去打工，老人就无人问津
了。为了不给儿子添“心事”，
两年前老人离家，过上了乞讨
的生活。得知这一情况后，民
警遂一边联系镇民政部门对
老人进行妥善安置，一边联系
老人的家人。

10月28日一早，老人的家
人终于见到了离家2年苦寻未
果的老人，一家人抱头痛哭，
互相倾诉，同时表示一定会照
顾好老人，并对派出所民警感
激不已。

枣庄瑞捷举行
汉字听写大赛

本报讯 为培养学生规
范书写汉字的意识，提高学
生书写汉字的水平，枣庄瑞
捷教育近日举行了以“汉字
文化、博大精深，你写我默，
共承文明”为主题的汉字听
写大赛。

枣庄瑞捷教育举行的这
次汉字听写大赛旨在培养参
赛选手的汉字听写能力和临
场的心理素质。比赛分为初一
初二初三和高一四个级部，所
有本年龄段的学生均可报名
参加。学校提供专门的语文老
师举行赛前培训并发放比赛
资料供参赛选手预习。比赛已
经于11月1日在鲁南书城旗舰
校区完美落幕。大赛收到了广
大学生和家长的鼎力支持，选
手们表现出了良好的知识储
备和临场发挥能力。

经过3轮激烈角逐，一等
奖特别定制pad被41中刘同学
获得，瑞捷教育也对其它获胜
选手进行表彰和奖励。比赛
后，参加比赛的刘同学表示，
这次大赛自己在瑞捷的老师
的指导下认真准备了一个多
星期，赛场上发挥也比较好，
通过这次的比赛自己的汉字
储备提高了很多，而且临场
心理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锻
炼，希望以后枣庄瑞捷教育
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比赛来提
升 自 己 和 同 学 们 的 综 合 素
质。

据了解，枣庄瑞捷教育对
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是极
为关注的。之前举办的“国学
大讲堂”、“领袖拓展培训”等
等活动都收到了广泛的好评
和积极的参与。

寻找走失男童
“变形金刚”帮忙

本报枣庄11月4日讯(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许锡铭 )
10月31日天刚黑，滕州市巡

警大队中队民警巡逻时，接到
110指挥中心通报：一名5岁男
童走失，手中拿着一个玩具。
巡逻民警立即想起不久前自
己巡逻时看到过一名男童手
中拿着变形金刚玩具。

31日19时50分左右，天色
已暗，巡警大队摩巡中队民警
接到通报后，立刻想起刚刚巡
逻过的路上有一妇女领一小
男孩，手里也拿着一个变形金
刚玩具。随后立即朝小男孩行
走的方向掉头，半路上遇到一
名男子看到警灯后朝民警挥
手，称走丢一5岁男孩，而自己
是小男孩爸爸的朋友，领着小
孩出来玩时两人走散了，男孩
走失时手拿着一个玩具。

民警确认此男子就是报
警人，便带上他一同继续寻
找。寻找到平行路时，民警看
到一名妇女领着一个小孩，手
中拿着变形金刚，就是自己巡
逻时看到的那位男童。

民警停车向前询问后得
知，此热心妇女称见到小男孩
一个人，表情很慌张，心想着
可能是与家长走丢了，上前一
问果然如此。但是小男孩说自
己知道家的方向，自己便按照
小男孩的指向，送他回家。而
此时，小男孩爸爸的朋友，即
报警人立即联系了小男孩的
爸爸，一同把小孩接回了家。

民警提醒市民，带孩子外
出时一定要尽到监护职责，市
民遇到走失儿童时先安抚孩
子情绪，最好报警，帮助孩子
找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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