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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大观园

长途汽车总站今起提前30天售春运票

满满3300人人可可预预约约定定制制春春运运班班车车
生活资讯

后天去赤霞广场

免费检测珠宝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穆静)

20日上午9：30至11：30，济南市质
监局将在英雄山赤霞广场举办“质
监惠民进社区”现场免费检测公益
服务活动。

届时将开展珠宝饰品、血压计、
眼镜、人体秤和定量包装商品免费
检测，民用电能表、煤气表、热能表、
水表和加油机等计量免费咨询，欢
迎市民积极参加。市民可乘坐K52

路、K93路、4路、36路等到英雄山站
下车即到。

济南森林公园

举办剪纸书画展
本报12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师胜 通讯员 李冬卉) “迎新
年、华夏梦”剪纸书画艺术作品展于
12月18日至2014年1月5日在济南森
林公园科普馆美术展厅举行。

剪纸艺人李国华，现为济南广
艺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剪纸艺术委
员会会员，所剪刻的人物、鸟兽、文
字、花木、山水等简洁优美；书画家
朱振啟，现为济南广艺书画院副院
长、羲之书画院副院长，画风古朴大
气，取法传统，笔墨清雅。

市博物馆将举办

民国政要石刻展
本报12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王红星 通讯员 李玉泉 尚海
波) 记者从济南市博物馆了解到，

《民国政要——— 海南石刻遗墨展》将
于12月20日在济南市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14年2月上旬。

该展览由海口市博物馆和济南
市博物馆联合主办，共展出50位辛
亥革命时期历史名人所题字的石刻
拓片。

明湖春节庙会

摊位开始招商
本报12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师胜 通讯员 刘力慧 ) 第十
九届明湖春节文化庙会大型文化书
市区域、工艺品区域、小吃街区域、
游戏娱乐区域摊位委托山东正方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招商，以上
区域招商分为四个包，以包为单位进
行整体招商，各包兼投兼中，若有疑
问，请联系代理机构。联系人：刘文
娟、王佳美，电话：0531-88155388。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宋磊 通讯员 李昂 ) 记者
从济南长途汽车总站获悉，
2014年春运工作将于1月16日
拉开帷幕，总站将于12月18日
起，提前30天开售春运客票。

今起可买春运票

站内实现自助售票

今年春节比去年提前，春
运工作也随之提前。2014年春
运工作将于1月16日开启，在此
基础上，总站一改往年提前20
天售票的惯例，将售票时间提
前到30天。

“2014年春运，旅客可以通
过十种不同的方式来订购车
票。”总站工作人员说，旅客可
以通过售票窗口、电话、网络、
学校、工地、代售点、医院便民
售票处、市区二环以内订票超5
张免费送票上门以及异地(邹
平、烟台、聊城、潍坊等地区)购
票等9种方式来订购票。此外，
今年总站在售票大厅增设多部
自助售票机、自助取票机，实现

购票、取票自助化，力求多途
径、全方位确保旅客轻松购得
春运客票。

此 外 ，关 注 总 站 微 信
(jnctqczz)的旅客可以通过总
站微信平台随时随地获取所需
车次信息，不仅如此，旅客亦可
通过该平台时时获取总站最新
春运信息及服务资讯。旅客也可
点击官网首页“春运顾问”图标，
可在线咨询2014年春运出行相
关事宜，春运顾问将在第一时间
为旅客提供春运咨询服务。

500余部加班车

加密热点线路

根据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的
预测，明年春运客流高峰将在腊
月二十三前后到来，到腊月二十
八、腊月二十九达到客流高峰，
届时省内中短途线路以及跨省
线路客流将全线高涨，务工返乡
客流以及探亲客流将成为出行
主力。

与往年不同的是，由于除
夕将不作为法定假日，总站预

计除夕当日客流也将较往年同
期有大幅增长。总站针对客流
分布情况，调配备足500余部加
班车，针对热点线路全面增加
运力投放。

与此同时，提前准备，针对
前期学生客流和务工返乡客流
进行重点运力调配。春运后期
旅客出行主要集中在正月十五
前后，总站也将针对旅客“三六
九往外走”的出行习惯，有计划
地针对部分线路进行运力加
密，充实加班车到热点线路。

流动售票车进工地

将免费接特需旅客

针对年底大多数旅客因工
作繁忙，无暇购买春运客票的情
况，总站推出“春运流动售票车”
服务，直接将春运流动售票车开
进泺口等人流密集的商圈、企
业、工地、学校等，把售票服务送
到旅客身边，给广大旅客朋友们
带来方便快捷的购票新体验。

此外，针对春运期间“老弱
病残孕”等特殊旅客携带大量

行李出行不便的问题，总站为
此特别开通“春运直通车”，凡
购买5张客票以上并且家有老
弱病残孕的特需旅客，总站将
直接把春运直通车开到旅客家
门口，免费提供上门接站服务，
帮助旅客搬运行李，接旅客来
总站乘车。

够30人就可预约

“门到门”定制班车

为进一步满足旅客多元化
的出行需求，总站将于春运期间
推出“春运班车门到门”特色服
务。实现部分春运班车“门到门”
接送，返乡线路预约定制化。

总站将通过热线、网上预
订等形式，在春运高峰期时段，
推出部分旅客咨询较多线路，
如新汶、马站、高庄、斑鸠店、莱
钢等地，或有确定出行人数超
过30人的地区，在协商好发车
时间与地点后，由总站直接安
排车辆提供相应服务，真正实
现返乡线路定制化，为广大旅
客提供“门到门”定制化服务。

让爸妈看看

学习成果

16日下午，济南市师范路
小学举行了“梦想从这里起航”
一年级入学课程展示活动，学
校特邀新生家长参加。经过三
个月学习的一年级学生进行了
古诗背诵、课文朗读、生字书写
等方面的展示。

本报记者 李飞 摄影报道

坐公交注意“防盗暗语”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言涛 王
秀玲 ) 天冷了，乘客穿上了
厚衣服，对外界的触碰不敏
感，也给小偷提供了可乘之
机，公交车上失窃现象频发。
如何避免被盗呢？那就请您多
注意公交司机反常的语言和
动作。

“你的卡怎么没刷啊，没
声音的？”当你好不容易挤上
公交车刷完卡，却被司机大声
斥责时，是否心中充满了怨
气，甚至对其反唇相讥？你可
能有所不知，看似蛮横无理的
公交司机或许正在用暗语提
醒你，要注意后面的小偷。当
你怒目圆睁欲再次拎包刷卡
向其证明时，你已经把包拉离
了小偷的“下手范围”。有时候
公交驾驶员会故意“找茬”，目
的就是为了提醒乘客远离小
偷。

“早晚高峰乘客最多，小
偷也最容易浑水摸鱼。”63路

驾驶员李阳说。他一旦发现有
人比较可疑，往往会大声提醒
乘客“往里厢走走呀，干吗都
挤在门口呢”？128路驾驶员于
宪勇说，如果看到可疑人员上
车，她便会大声喊出“麻烦后
面的乘客给老人或孕妇让个
座”或者“后面的乘客请不要
乱扔垃圾”。如果车上恰巧有
老人、孕妇，或者有人乱扔垃
圾，乘客们还觉得挺正常，如
果没有上述情况，乘客们东张
西望后，可能还会觉得“这个
驾驶员有毛病”。

除了反常“语言”提醒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驾驶员会采用
反常的“动作”提醒乘客注意财
物安全。比如驾驶员略显粗暴
地推搡乘客往后走，“我们公
司对驾驶员的服务礼仪有严
格的规定，如果不是情况特殊，
我绝对不会和乘客有肢体接
触，更不要说还要冒着被乘客
误解进而被投诉的风险了。”
K160路驾驶员李秀娟表示。

灌肠生意火爆，卫生堪忧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琮瑾)

每年冬天，省城不少市民都采
购猪肉灌制肉肠。受气温较
高、雾霾较大的影响，灌肠卫
生状况引起不少市民的担忧。

近日，记者在和平路、历
山路以及文化东路多家鲜肉
店、菜市场看到，不少店家都
挂上了“灌制肉肠”的招牌，更
有部分店家把已经灌制好的
肉肠悬挂在店内晾晒。

“今天一早上，我就灌了
220斤了。”在和平路与山大路
交叉口的一家放心肉店，店主
徐女士告诉记者，一到冬天就
灌肉肠，这已经成了一种风俗
习惯，只要价格差距不大，销
量都不错。

徐女士表示，目前灌肠的
费用分两种收取。如果市民在
店内买肉，每公斤加收手续费
3 . 5元；如果只是单纯代灌，每
公斤要收5元钱。

“我这儿地方都不够晾

的，好多顾客等不及，都提前
取回家自己晾。”文化东路棋
盘街社区一家冷鲜肉店的店
主告诉记者，价格虽然稍有上
涨，但生意依然红火。从立冬
开始就有顾客前来，截止到目
前已经灌了4000多斤。去年他
一共灌了近两万斤肉肠，今年
到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销量应
该持平。

记者发现，从切肉、添加配
料、清洗肠衣到最后灌制，各家
店手工操作居多，部分摊点卫
生状况不容乐观。在一家地下
菜市场摊点，店员制作肉肠时
没有佩戴手套，地下不见日光，
通风也不好，十分阴暗，很不适
合肉肠的晾晒，容易变质受潮。

“肉肠吃着挺好，就是卫
生状况不大行。”市民王先生
说，不知道店家到底用的什么
肉，里面的配料都磨成粉了，不
知道什么成分。另外，不少市民
担心商家添加防腐剂，吃起来
不是太放心。

本报讯 我省首个在银行网点
设置的“医务服务站”，在工商银行济
南历下支行成立。前来办理银行业务
的客户，经过预约后可以进行血糖、
心电图、脂肪检测等各项健康体检。

位于历下支行二楼的“医务服
务站”，一批崭新的医疗设备已经安
置完毕。驻点健康管理师说，这里不
仅有血压计等常规检查项目，还设
有心电图机、血糖仪、人体脂肪测试
仪等。

省城一银行首设

“医务服务站”

出行那些事

提个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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