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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余余爱爱心心礼礼包包发发放放到到考考生生手手中中
本报“助考生一笔之力”持续进行，考生可到7个发放点就近领取

宝贝，节日快乐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萍)

由本报联合山东协和学院共同举办
的“助考生一笔之力”活动，目前已
在日照启动4天。四天来，为了让考
生远离劣质铅笔的危害，不少家长
纷纷联系本报领取爱心礼包。截止
到目前，爱心礼包已发放1000余个。

冲着对晚报的信任，看到报纸
上刊登的信息后，不少读者纷纷来
到本报编辑部和各领取点领取爱心
礼包。“虽然这支铅笔值不了多少
钱，但它让人放心，另外我也想让孩
子看看高考宝典，看看考试前还得
做哪些准备。”家长李女士说。

“助考生一笔之力”活动是齐鲁
晚报和山东协和学院推出的一项公
益活动，凡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均
可到报名点免费领取(可由家长代为

领取)。今年的爱心礼包不仅包含2B

铅笔、小刀、橡皮，还有一本《高考宝
典》。《高考宝典》分为学习篇、考试篇
和生活篇，不仅为考生提供了各个科
目的指导，还从考场注意事项、考试
心理调试、应试技巧、饮食安排等方
面给考生和家长提供了意见。

“助考生一笔之力”活动从2006

年开始在日照开展，今年已经是第9

个年头，这项为考生赠送优质2B铅
笔的活动，受到全市考生和家长的
好评。仅去年，山东协和学院就为日
照的考生发放了12000余个爱心礼
包，学生们拿着“放心笔”走进考场，
收获了一份踏实。

目前距离高考仅剩三天时间，
如果您也想领取一份高考礼包，那
就凭考生身份证到7个地点领取吧。

5月30日晚，“海上人家”杯曲
阜师范大学第二届篮球宝贝拉拉
操比赛在该校日照校区音乐厅举
办，来自各学院的11支队伍参加。

“95后”的篮球宝贝开始挑大梁。
此次篮球宝贝拉拉操比赛由

曲师大日照校区学生工作办公
室、体育教研部主办，共有来自曲
师大各个院系的 11 支队伍参加。

比赛期间，篮球宝贝们腰肢
扭动，身姿飞扬，高难度动作引得
台下阵阵惊呼。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影报道

篮球宝贝

秀舞技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李
玉涛) “六一”儿童节紧邻6月
5日的世界环境日。5月31日，由
安泰集团主办、山东开心航海
俱乐部承办的“热爱海洋 当
环保小卫士”活动在日照市帆
基地二号码头举行，30个家庭
热情参与。

5月31日，小朋友们在家长
的带领下有序地排着队伍在活
动现场集合，并听取工作人员
讲解了基本的海洋知识和保护
海洋的重要性。

随后，各位船员对在场的小
朋友们进行海洋小知识提问，30

位小朋友们踊跃回答，谁也不肯
落后。山东开心航海俱乐部的资
深水手随后又传授水手结捆绑
等日常小技能，讲解了皮划艇结
构、航海知识等知识。

接下来是小朋友们最为期
待的环节。水手们带领大家登
上了国内北方最大的双体帆
船———“白豚号”，载着小朋友
们畅游大海。

此次活动让小朋友们对大
海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小树
立起保护海洋的意识，也从中
学到了很多的海洋知识和航海
知识。

安泰集团组织“热爱海洋”活动倡环保

3300个个小小朋朋友友争争当当环环保保小小卫卫士士

参与活动的环保小卫士们。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彭
彦伟 ) 5月 3 0日上午 8点，在
2011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莒
县一中将校园里两棵杏树上
结的360斤杏子发放到全校师
生手中。这是在学校发起文明
号召后，师生们承诺在杏子未
成熟前不去摘的“奖励”，因此
杏子也被莒县一中称为“文明
果”。

学生做小礼物

留给学校作纪念

转眼又到一年毕业季，离
别、悲伤充斥着校园，然而，充
满创意的仪式让莒县一中2011

届毕业典礼充满了温馨。高三
23班的张兴胜为了迎接毕业典
礼，花了半个多月时间用光盘、

瓶子盖、纸盒等废旧物品制作
了一个二轮跑车，还给跑车起
了一个名字叫“青春号”。“跑车
意味着一往直前，希望我们毕
业生和学校都一往直前高速发
展。”张兴胜说。

莒县一中校长侯月映介
绍，每当临近毕业，有些学生会
非常躁动，总想通过一些不文
明的方式释放出来。“前几年每
年临近离校的几个晚上，都会
有摔酒瓶、撕书等不文明行
为。”侯月映说。

为了让同学们有一个释放
的地方，学校方面准备了“我
为学校留点啥”的活动。以班
级为单位，同学们可以自由创
意，准备小作品。在毕业典礼
现场记者看到，这些礼物中，
有学生们自己的书画作品，有

签名留念的横幅等各种创意
小作品，“所有这些东西都会
保留到校史纪念馆里，以后学
生们还可以到学校参观。”侯
月映说。

学生响应文明号召

不摘杏子获奖励

毕业典礼上，还有一个传
承文明的环节，就是学校将蕴
涵文明、幸福的杏子发放到在
校师生手中。莒县一中校园内
有两棵杏树，往年不到杏子成
熟的季节，杏子就让学生们采
摘一空，杏树也因此遭到损坏。

从今年开始，学校举行了
文明号召活动，将这些果子取
名为文明果，相互监督不到成
熟之前谁也不去采摘，结果今

年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去采摘。
在杏子成熟后，学校将杏子全
部摘了下来，一共摘了360斤。

在全校师生都参加的毕
业典礼上，学校将摘下来的杏
分成每十斤一袋，师生以班级
和科室为单位在毕业典礼上
通过抽签的形式获得杏子。让
人感动的是，高二一些抽得杏
子的班级看到一些高三的班
级没抽到杏子后，将杏子送给
了这些高三班级。“希望这些
代表幸运的杏子能给师哥师
姐们在高考中带来好运。”一
高二学生说。

“这件事很小，我们只是希
望通过这一件小事让从一中走
出去的学生明白，不管是现在
还是以后，都要做一个文明
人。”侯月映说。

奖奖励励学学生生守守规规则则，，发发放放336600斤斤““文文明明果果””
莒县一中毕业典礼上传承文明学风

5月30日，日照街道中心小学
举办“童心飞扬，幸福成长”主题
活动，诗朗诵《中国梦》激情澎湃，
引起了台下师生的共鸣。
本报通讯员 张守磊 摄影报道

童心飞扬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萍
通讯员 陈俊霞) 开发区银川路
小学为期近两个月的第三届读书
节近日落下帷幕。本届读书节，在学
校教务处的精心策划和其他科室
的共同协助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了解，本届读书节以“让读
书成为一种习惯”为主题，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实践活
动，有“小刮蜡，大世界”绘本刮蜡
画比赛、“读书的启示”为主题的
征文比赛、“书本故事绘画”比赛、

“我的读书箴言”书签制作比赛、
跳蚤书市、优秀图书角、书香班级
文化展评、读书成果展演等。

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班级读
书活动丰富多彩的景象，也加深
了教师对课外阅读指导的理解，
促进了该校读书活动扎实有序开
展。

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中，
日照港轮驳公司重点做好六件事：
安全教育、事故防控测评、自查自
纠责任落实情况、治理习惯性违
章、甲板设备维护整治、继续“船舶
作业千次无事故”活动。 (李长君)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光杰) 5

月31日，位于大连路与银川路交会
处的兴业大连花园公开预约，稀
缺的多层住宅、便利的区位以及
兴业房产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吸引
了众多客户到售楼处预约登记。

兴业大连花园位于日照开发
区规划建设的“北商住中心区”核
心——— 大连路与银川路交会处，总
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规划居住
户数近7000户，建成后可容纳21000

余人生活居住。项目与银川路小
学、银川路幼儿园仅一路之隔，孩
子上学方便，社区服务配套一应俱
全，是兴业房产倾力打造的开发区
首个百万平米高品质大盘。

今年卧龙山小学六一儿童节
的主题是“宝贝，节日快乐！”

卧龙山小学选择在沙沟校区
举行六一儿童节活动，让家长和
孩子共享节日“文化大餐”。
本报通讯员 丁耀昌 摄影报道

开发区银川路小学

第三届读书节闭幕

轮驳公司安全
生产月做好六件事

兴业大连花园
珍稀多层公开预约

7个高考爱心礼包领
取点分别为：

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
(位于烟台路，日照市住建
委东侧，丽城花园西门沿
街 一 楼 1 0 5 室 ) 电 话 ：
8308110

日照市东港区日照南
路12号瑞源宾馆106室山
东协和学院招生咨询处
联系人：窦老师，电话：
15098987370

日照市岚山区万斛路
北段(广来宾馆302室)山东
协和学院招生咨询处 联
系 人 ：黄 老 师 ，电 话 ：
15288801730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

巨峰招待所二楼6号房间
山东协和学院招生咨询处

联系人：黄老师，电话：
15288801730

日照市涛雒镇仿古街
与204国道交会处聚龙源
宾馆305室山东协和学院
招生咨询处 黄老师，电
话：15288801730

莒县汽车站对面天
成宾馆288室山东协和学
院招生咨询处，联系人：
韩 老 师 ， 电 话 ：
15194155919

日照市五莲县日客隆
广场一楼山东协和学院招
生咨询处，联系人：韩老
师，电话1519415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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