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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终于

变成了“红天鹅”

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高寒）
2 0 1 4年元旦前夕，济南动物园引进了

几只幼小的美洲红鹮，时隔一年，当时
灰不溜秋被游客称为“丑小鸭”的美洲
红鹮们已经长出了新的羽毛，一身亮红
色的外衣让它们“艳压群禽”。

引进之初，动物园将这几只美洲红
鹮暂时安排在了身材火辣、羽毛光鲜却
性格温顺的火烈鸟笼舍内。低矮的幼年
美洲红鹮与周围的火烈鸟顿时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许多游客把它们当成了火
烈鸟的孩子，还有些则戏称它们是“丑
小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娇小可
爱的红鹮宝宝们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
婀娜多姿的飞羽精灵，现在的它们，身
披火红的皮袄，脚蹬粉色隐形靴，如一
簇簇跳跃的火焰迷醉了游客的双眼。

济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火烈
鸟属于红鹳（guàn ）科，分布在地中海沿
岸、非洲等地，而美洲红鹮则属于鹭科，
生活在南美洲北部，两者只能算是远房
亲戚。游客只要来到济南动物园热带鸟
馆，就可以一饱眼福了。

2015年度晚报小记者团精英培训计划全面启动

想想当当晚晚报报小小记记者者？？来来报报名名吧吧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眼看孩子们就要放寒假了，您
是不是正在考虑让孩子去哪儿
的问题呢？

别犯愁了，有我们呢！为了
让忙于工作的您不再为孩子的
寒假生活操心，齐鲁晚报小记
者团特邀请青少年教育方面专
家，面向广大中小学生设计了
独特的“情商训练营”。

相信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体会，
为什么同龄的孩子，有的活泼
开朗，有的却沟通困难非常叛
逆？为什么同样是面对父母，有
的感恩明理，有的却只会埋怨
索取？为什么同样是做作业，有
的精力集中事半功倍，有的却
拖拖拉拉粗心大意？

没关系，本次“情商训练
营”能帮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
相信经过专业的指导和训练，
一定能够得以改善。

在“情商训练营”中，孩子
们将接受系统的感觉统合训练，
通过专业评测，准确了解自身生
理、语言、平衡、运动等方面的强
弱项，并使各项能力在专业训练
和游戏中不断得到提升。

训练营还注重道德基础的
培养，通过国学经典诵读、传统礼
仪的学习训练，让孩子懂得自强
不息，明白厚德载物，知道礼义廉
耻、孝悌忠信，学会做人做事。

同时，训练营还有独特的情
商训练，教会孩子与人合作，领

悟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克服排他
情绪和性格孤僻心理，培养与人
沟通融合能力，感受分享带来的
无穷乐趣，让孩子热爱生活，关
心他人，富有责任感，有爱心。

另外，针对很多孩子娇生
惯养缺乏自理能力的现状，我
们还开设了生活技能培训课程，
通过打扫卫生、整理衣物、包水
饺等实践活动，让孩子学会基本
的自理能力，树立自理、自立的
意识，提高自我独立能力。

本次训练营除了以上内
容，每天还有专业的武术、书法
老师，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快乐
度过每一天。家长们担心的寒
假作业也有时间完成。

相信经过一个寒假的系统
训练，从这里走出来的每一个
孩子能做到明事理、懂礼仪、有
担当、塑情商、提能力，以崭新
面貌出现在您的面前。

“情商训练营”定于2月2日
开班，共20天(年前2月2日-2月
13日，年后2月26日-3月6日)。即
日起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接受报
名，报名及咨询电话96706(2号
键)，您也可以加入齐鲁晚报小
记者团Q Q群( 2 4 5 6 3 2 3 0 4 )和齐
鲁晚报小记者团微信(订阅号
wanbaojizhetuan)，留言报名。

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吧，别
让您的孩子错过了这个神奇的
训练营哦！

寒寒假假去去哪哪儿儿，，来来““情情商商训训练练营营””
晚报小记者团特别推出，教育专家设计课程，报名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想成为小
记者，跟随晚报记者亲临新闻
现场吗？你想参加各类社会实
践活动吗？你想亲手办属于自
己的报纸吗？你想体验各种训
练营，挖掘潜力提升特长吗？

本报2015年度小记者团精
英培训计划目前已全面启动，
已有部分学生与家长咨询，请
抓紧报名加入齐鲁晚报小记者
团吧！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自去年
正式成立以来，孩子们报名热
情高涨，目前在全省已吸纳小
记者数千名，组织各类社会实
践和公益活动上百次，如报纸
义卖、公益拍卖、国学夏令营、
军事夏令营、走进农科院、走进
消防队、走进名牌高校等等。

今年小记者团特别推出了
小记者精英培训计划，按层次、
分阶段，充分照顾到不同年龄

段小记者的不同需求，提供更
加丰富而自由的选择。

针对6岁以上孩子，培训计
划专注新闻实践和公益活动，
培养小记者们对新鲜事物的兴
趣，增强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了
解，在开阔眼界的同时形成健
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针对8岁以上的孩子，培训
计划注重培训与实践相结合，
致力于培养小记者的语言组
织及表达能力，帮助他们运
用学到的编辑知识和排版美
化技巧，亲手创办并印刷个
人报、家庭报、班级报、校报
等属于自己的报纸。优秀者可
跟随晚报记者一起亲临采访现
场，还有机会成为小记者报专
职记者。

针对小记者中的优秀者，
培训计划还特别设计了童子军
训练营、情商训练营、主题夏令
营、国外游学等提升特长、挖掘

潜力的精品项目，旨在培养小
记者自立自强、应对挫折的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活动组织和
策划能力等。

此外，今年小记者团还将
推出每月一次的“家长沙龙”，
邀请国内外各方面的教育专
家，与家长面对面交流，家长们
可以分享自己的成功做法，也
可以就自己遇到的问题，寻求
专家辅导。

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向
你招手，想成为小记者的孩子
们，可别错过哦！

报名请咨询齐鲁晚报艺术
培训中心400-1586585，或者加
入小记者团QQ群(245632304)，
或者通过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微
信(wanbaojizhetuan)直接报名。
也可本周日上午直接到晚报艺
术培训中心报名，地址：济南市
经十路12111号中润世纪中心1

号楼4层（武警医院南邻）。

在泉城广场的采访活动中，小记者采访外国游客。(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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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蒋龙龙）
14日，记者从济南水务集团获悉，历时半
年时间的建设和一个月的试运行，经七
纬四路营业厅于近日正式营业。

新建的经七纬四营业厅位于经七路
与纬四路交叉口东南角，市民可以乘坐
公 交 车1 0 2路、1 0 4路、1 2 7路、1 2 9路、4 1

路、6路、7 6路、K 1 0 0路、K 9 2路、
K 9 6路，在经七纬四公交站下

车。
记者看到营业厅共开设5个服务

窗口，配套设施较为完善。水务集团营业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营业厅可为市民
提供济南市范围内总表、户表水费收取
及户表更名过户业务。“如果市民要办理
开户业务，还是要去燕子山路3 5号济南
水务集团客服中心。”

章丘725万善款

救助万户特困家庭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蒋龙龙 通

讯员 袁致甲 厉晓伟) 14日，记者从
章丘市获悉，章丘市将开展“情暖万
家——— 帮助特困家庭过好年”活动，目前
已筹集救助金725 . 4万元，11000余户特困
家庭将得到救助。

据了解，章丘此次救助的11000户特
困家庭覆盖农村、城市各个层面的困难
群众，具体包括七类家庭，即特困农村低
保家庭、五保对象、优抚对象、特困城市
低保家庭、特困残疾人家庭、因家庭成员
患重大疾病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的特困
家庭、困难（破产）企业特困职工。其中，
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的特困家庭每户
救助1000元，其他特困家庭每户救助500

元。

北坦美食节
16日、17日举行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蒋龙龙
通讯员 王瑾） 14日，记者从天桥区
获悉，第五届北坦美食文化节将于
2015年1月16日、17日在明湖广场（市民
可在北坦大街站下车）举办。

截至目前，已有20余家商户报名，
其中包括净香园熟肉总店、荣氏栗子、
蒿家扒鸡、杨家干炸里脊、秦记酥菜、
邓记面食、哈哈趴蹄、山东大煎饼、仁
和包子、阳光栗子、董记特色全羊等多
家人气商户。

市图开放

传统文化体验室
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通讯员 曹晓晓） 1月18日（本周日），
位于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的尼山
书院传统文化体验室将正式开放，室内
设有孔子像以及琴、棋、书、画等各种设
施设备，广大读者可以在此进行拜孔、茶
艺体验、古琴艺术体验、象棋、围棋对弈
等各种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本周日还将
推出2场茶艺体验活动。特邀中级茶艺师
唐美玉女士，为读者详细讲解茶文化。

方便学生放假回家

公交开进学校
本报讯 位于孙村新区的山东英

才学院即将放寒假。作为连接英才学
院和市区的一条公交线路，308路将增
加班次投入，在客流集中时，公交可直
接开进学校，开通学校至火车站、汽车
站的直达车。另外，途经东部大学城的
306路、312路等，将根据学生客流变化
情况，随时调整运力，采取开通直达
车、区间车、放空等多种调度形式，至
少增加5 0 %的班次，保证放假学生顺
利乘车。 （孟燕 赵言涛 尹斌）

平峰期间加密班次

本报讯 根据客流统计，长途汽
车站与泺口服装城站点的客流比平时
增加了15%-20%。为方便市民出行，公交
六分公司二队所属途经商圈及客运中
转站的K50、K53、K57、K92线路，即日起
将分别在原有班次的基础上加密5%-
10%左右，重点加密8:30-16:00的平峰时
段，缩短运行间隔。（孟燕 杜连虎）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飞 通
讯员 艾国庆） 1月14日，“陈鹤琴教
育思想研究基地”在济南市泉星小学
正式落成，这也是全市唯一一所以陈
鹤琴教育思想为实践基地的小学。陈
鹤琴先生之子、8 3岁的陈一心先生一
行亲自参加揭牌仪式，并参观了学校
社团活动。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
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

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范
佳）《大厨私房菜》将于1月1 7日（本
周六）上午十点，在东图新华书店三楼
进行大型签售活动。《冬吃萝卜夏吃
姜》栏目主持人“名嘴”段文红和田一
农将在现场与读者互动并签名售书。

陈鹤琴教育思想

研究基地落户泉星小学

周六新华书店

有新书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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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经七纬四

营业厅启用

济南
动物园的
美 洲 红
鹮。

高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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