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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城事

黄河镇群众文化艺术节开幕

章章丘丘今今年年将将建建全全民民健健身身广广场场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支倩

倩 周青先) 22日，黄河镇第二
届群众文化艺术节在黄河镇文
化广场开幕。据悉，本次群众文
化艺术节从即日起将持续至2月
15日，包括四德模范评选、文明
春联进农家、广场健身舞大赛、
庄户剧团汇演、民星才艺、“黄河
杯”象棋大赛等内容，极大丰富
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

冬日的寒冷挡不住百姓的
积极性，22日，记者来到黄河镇
文化广场时，看到10多位大姐
身穿统一服装正在跳广场舞，
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
文化广场南边，三名书法爱好
者正在现场书写赠送文明春
联。据了解，类似的文化活动在
黄河镇的47个村已经成了寻常
风景。来自黄河镇吕寨村的孙
大爷说：“往年看演出都得去别
的村庄去看，现在好了在自己
的村就能看到，我们不仅听得
懂，还能看得懂，真好。”

随后，记者又来到黄河镇
二图村，记者在一户家门口看
到十余名群众围坐一起正在表
演本地戏——— 迷戏。虽说场地
不大，演出设置简陋，但来自庄
户剧团的演员们仍旧卖力去表
演，一段《两亲家婆斗嘴》让在
场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庄户
剧团的负责人刘卫康是个 9 0
后，他告诉记者，成立庄户剧团
已经有两年了，演员们上至70
多岁的老人，下至20多岁的小
伙子，大家因为喜欢表演走到
了一起，希望自己的演出能给
乡里乡亲带来快乐。年过50的
演员冯增双告诉记者，现在生
活好了，没事大家一起来唱一

段心里很舒坦，同时还能把当
地的戏流传下来。

为了让群众尽情享受群众
文化活动带来的乐趣，章丘市
领导还为庄户剧团提供了免费
乐器和服装。据介绍，黄河镇的
群众文化艺术节只是章丘市开
展文化惠民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几年来，章丘的文化惠民活
动打破以往送戏下乡、拉场子

搞宣传的传统形式，坚持弘扬
文明新风，把高雅的艺术、健康
文明生活新风尚送到农家。其
中，2013年的“一送三下乡”活
动，既为基层群众“送”戏下乡，
还有章丘市的23家部门单位共
同参与捐赠了总价值近52万元
的电脑、文化体育用具等文化
学习用品。新建40处农村文化
大院、40处农家书屋，举办各类

文化演出143场，完成11000余
场公益放映电影。

据了解，为保证文化惠民
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章丘连续
几年都把文化惠民列入政府十
大民生工程，文化硬件设施建
设累计投入近十亿元。2014年
章丘在文化惠民方面仍有大动
作，据2014年的章丘市政府报
告，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将实

施新博物馆布展，启用新图书
馆、群众艺术馆。启动建设全民
健身广场、游泳馆、体育场、龙
盘山山体公园、龙山文化遗址
公园、朱家峪改造提升二期工
程。完成惠民演出60场、公益电
影放映1万场以上。为50处镇、
社区、村 (居 )健身广场配备健
身器材。继续扶持“庄户剧团”，
支持群众性文化活动。

公交春节期间

调整运营时间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赵克 通
讯员 石蕾) 23日，记者从章丘公交
公司了解到，春节期间，章丘公交线路
将对各线路首末班进行调整，请市民
注意班次变化，以免耽误出行。

本次调整主要涉及首末班车时间
及车次。具体为：1月30日(腊月三十)，
各线路早班车发车时间7：30，末班车
发车时间16：30；1月31日(正月初一)停
运一天；2月1日—2月6日(正月初二至
初七)，早班车发车时间7：30，末班车
发车时间16：30，2月7日(正月初八)所
有线路恢复正常运行。请市民合理安
排出行时间。

工商春节专项整治

重点检查食品行业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李杰 范德琳) 春节临近，
近日，章丘市工商局开展了节日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两业户被责
令整改，受理消费纠纷投诉22起，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 . 3万元。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严查经营
者主体资格，坚决查处取缔无证无照
经营行为，重点打击无证经营烟花爆
竹、烟草、糕点、熟食等行为。采用抽查
监管制度，探索建立采购形式审查与
实质性抽检结合的商品质量准入机
制，把好商品进货关，确保进货渠道合
法。以酒水、饮料、乳制品、粮油等为重
点，加大商品质量检验力度，努力提升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水平。开展重
点领域消费维权专项治理行动，规范
经营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不
合格商品的不法行为。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人
次，检查集贸市场3处，大型超市商场5

家，食品店、熟食店23家，责令整改业
户2家，受理消费纠纷投诉22起，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 . 3万元，有效维护
了节日市场的消费环境。

街镇车辆涌入城区大采购

城城区区繁繁华华路路段段节节前前““堵堵””了了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赵

克) 春节临近，广大市民忙于
节前采购年货，城区商场、商业
街等繁华路段，因人流车流集
中，交通压力明显增大。22日，记
者在章丘城区内采访发现，汇泉
路、明水大街等地的交通压力较
大，许多车主称，这几天由于车
辆增加，走同样的路程用时要比
平时多一倍。据调查，汇泉路、明
水大街、双泉路等交通要道交通
压力增大明显，交警部门提示，
春节前的平峰时段车辆增加或
要一直持续到除夕前后。

22日，记者分别走访了城
区内汇泉路、龙泉路、双泉路
等路段，发现车流量相对于平

时增加了一倍多。记者在汇泉
路与车站街交叉口看到，许多
车辆排着队等待过路口，有些
车要等2次绿灯才能通过一个
路口。平时比较顺畅的双山大
街，昨日也车来车往，车流量
非常大，车辆前进的速度缓
慢。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
几位车主，多数车主是由镇街
来城区购物的。来自绣惠镇的
万先生告诉记者，趁着这几天
商家大范围促销，所以开车过
来买点东西。“每年到了这几
天，市区里就特别的堵，虽然
拥堵，但还好不会耽误很长时
间。”万先生说，由于私家车数

量增多，近几年每到快过年的
时候，乡镇的车集中来市区都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拥堵。记者
还注意到，由于商家提供停车
位不够的缘故，许多车主将车
停到马路边，这也加剧了不少
路段的拥堵。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
到，由于临近年关，多家商
场开始进行促销活动以及
私家车的增多，是造成城区
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交警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
前几天，交通高峰流已由早
晚高峰时段转化为全天高
峰，汇泉路百脉泉广场中心
商业区域、工业二路双泉路

客运枢纽站点、餐饮娱乐场
区、旅游景区等流量都会有
所增长。交警部门将对重点
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全力保
证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转，确
保不发生大范围、长时间交
通拥堵。

交警建议，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请市民尽量选择公共
交通方式出行，绕行流量大、
易拥堵路段；后驱车辆应避开
坡路行驶，减少行车延误。另
外，尽量杜绝带车参加聚会，
避免酒后、疲劳驾驶，亲朋好
友应履行杜绝“酒驾”的提醒
义务。

接父母来大城市过年

网网上上惊惊现现33元元白白菜菜价价反反向向机机票票
本报1月23日讯 (通讯员

孙维超 ) 正值全年出行
最高峰春运，如何买到便宜
票甚至买到票回家过年成为
很多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春
运期间机票价格全面上涨，
热门线路票量紧张甚至一票
难求。换一种方式过年成为
时下流行的春节关键词之
一，不少年轻人选择反其道
而行之，接父母来自己所在
的大城市过年，既能避开传
统春运高峰客流，还能节省
一大笔购票费用，而且能陪
父母在大城市旅游，可谓一
举三得。

笔者通过航空公司和旅

游网站查询发现，春运期间
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大城市飞往全国各地的机票
价格已经全面上涨，过去三
折以内的特价票现在几乎都
涨至8折以上甚至全价。一线
大城市飞往东北地区如哈尔
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
的机票已经出现一票难求的
局面，飞往成都、重庆、武汉、
长沙返乡客流集中目的地的
机票价格也涨至接近全价。

去哪儿网机票专家丘晖
介绍，尽管春运热门航线的
价格直线上涨，非常紧俏，但
同时期的反向航线却十分冷
门，航空公司基于市场供需

关系调整销售策略和机票价
格，因此放出了一批超低价
格的特价机票，很多机票的
折扣仅为0 . 1折，在去哪儿网
上都可以搜索购买到。根据
去哪儿网的机票数据，今年
春节反向冷门航线的搜索预
订量较往年有一定幅度的上
涨，接父母来大城市过年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建议条件允许的消费者可以
选择这种方式过春节，省钱
又省心。

据了解，目前通过去哪
儿网查询很多二、三、四线城
市飞往北、上、广、深等大城
市的机票，都能找到个位数、

两位数的“白菜”价格的机
票，且票量比较充足。例如，1
月底西安飞北京的机票最低
价仅3元，海口飞北京的机票
最低仅28元，长沙飞上海的
机票最低仅9元，武汉飞上海
的机票最低仅57元，重庆飞
广州的机票最低仅33元，贵
阳飞深圳的机票仅29元，重
庆飞深圳的机票最低仅 3 6
元。

丘晖提醒消费者，可以
通过去哪儿网网站和手机客
户端查询机票价格趋势和特
价机票列表，随时掌握机票
价格走向，锁定自己所需的
特价机票并及时出手抢票。

黄河镇广场文艺演出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观看。 记者 支倩倩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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