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车次 运行区段 始发站时刻 终到站时刻 聊城站到开时刻

1 K4187 北京西-商丘 1:00 11:40 6：35-6：49

2 3299 北京-安庆 1:28 19:57 6：50-6：56

3 3069 北京西-安庆 2:52 21:10 8：26-8：32

4 K4131 北京-阜阳 1:53 13:54 8：35-8：41

5 3093 北京西-麻城 3:35 18:23 8：52-9：00

6 3731 北京西-阜阳 3:42 14:20 9：10-9：16

7 3041 北京-汉口 3:40 21:24 9：22-9：29

8 3909 北京西-安庆 3:55 1:37 9：33-9：39

9 K4203 北京西-东莞东 5:45 11:00 10：23-10：29

10 K4207 北京西-南昌 5:35 0:17 11：33-11：41

11 Z4073 北京-合肥 8:57 18:55 12：43-12：51

12 3070 安庆-北京西 23:20 19:42 12：57-13：03

13 K4188 郑州-北京西 11:15 23:55 17：40-17：55

14 K4204 东莞东-北京西 14:32 23:37 18：02-18：12

15 Z4007 北京-三明北 14:25 8:35 18：10-18：16

16 K4208 南昌-北京西 5:05 0:20 18：23-18：29

17 3300 安庆-北京 5:17 0:27 18：44-18：51

18 K4132 阜阳-北京 13:55 0:35 19：02-19：08

19 3094 蕲春-北京西 7:21 1:53 19：22-19：31

20 3042 汉口-北京 9:37 2:15 19：36-19：46

21 3732 阜阳-北京西 14:58 2:01 19：48-19：55

22 3910 安庆-北京西 7:25 2:46 2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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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对对春春运运临临客客开开行行时时刻刻确确定定
16日起临客火车票网络开售

本报聊城1月14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美 ) 14
日，记者从聊城火车站获悉，日
前，已有11对途经聊城火车站的
春运临客开行时刻确定。这些临
客的始发或终到站大都是北京站
或北京西站。16日起，2015年春运
临客车票将在12306网站上开始
发售。

记者看到，自2月4日起至3月
15日的40天春运期间，目前途经
聊城火车站的临客有11对确定了
开行时刻。涉及北京、南昌、安庆、
阜阳、汉口、郑州、合肥等热门方
向。与往年不同的是，春运临客不
再以L开头，而列车类型主要根
据运行速度，和普通列车一样，以
K字头、D字头为主，还有部分G
字头、普客。

记者了解到，由于今年春运
火车票预售期延长为60天，不少
旅客担心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提
前购买多张票，导致春运高峰期
的火车票大都售罄，不少旅客买

不到火车票。
聊城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上述情况，除了制定春
运临客开行方案，对于热门方
向，铁路部门还将在春运期间根
据售票情况进一步增开临客列
车。同时，2015年春运临客年底
将大都采用空调列车或动车组
列车，运行速度和舒适程度堪比
图定列车。还未买到回家火车票
的旅客，可要抓住最后购票机
会，随时关注12306网站及各车
站公布的车次和开行日期，及时
购票。春运临客车票将于1月16
日正式对外发售，购买方式不
变，可通过网络、电话、窗口、自
助机等渠道购买。

此外，由于车票预售期延长
和退票新规定，2015年春运退票
量将会有所增加，退票高峰时段
预计会出现在15天免收退票费
期限的前两天，没买到车票的旅
客可抓住时机“捡漏”，购买“回笼
票”。

偷偷建建设设物物资资卖卖钱钱
进进高高档档场场所所消消费费
一团伙潜入企业疯狂盗窃30多起

本报聊城1月14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宋克 王

金义 ) 昼伏夜出，专偷企业建
设物资，卖钱后到高档场所消
费，14日，记者从茌平警方获悉，
警方打掉一系列盗窃团伙。在不
到一年时间内，该团伙对企业实
施了30多次盗窃。

近日，经茌平县公安局乐平
派出所和刑警大队二中队民警
多方侦查，一举摧毁一涉嫌盗窃
企业物资的系列盗窃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李某、张某、侯某相
继落网，目前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茌平警方介绍，这个针对
郝集高端产业聚集区企业的盗
窃团伙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盗
窃作案30余起，涉案金额数几十
万元。

记者了解到，郝集高端产业
聚集区位于茌平县乐平铺镇郝
集东村东邻，该园区现有大中型
企业20余家。警方介绍，目前，大
部分企业仍在建设之中，院内堆
放着大批的建设物资，企业建设
多采用对外承包制，施工队伍更
替频繁、人员复杂，加之企业内
部管理又疏于防范，让不法之徒
有了可乘之机。

2014年5月21日晚，华兴化工
厂院内部分电缆、铁块不翼而

飞。时隔不到两个月之后，领航
铝业槽沟内的电缆、施工队的电
焊机、压力泵被盗。乐平铺派出
所所长侯建军多次到现场了解
情况，办案民警围绕工业园区周
围村庄进行了有目的入户走访，
对网吧、旅馆、出租房屋租赁人
员进行全部登记逐一排查。2014
年12月24日，案件获得突破性进
展，据经多名群众反映，工业园
区邻村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李某无正当职业，去年4月份以
来和邻村侯某多次到茌平县城
区KT V、高档酒店、洗浴中心
消费，二人常昼伏夜出。李某还
曾潜入本村村民家中盗窃被当
场 抓获，碍于情面受害人未报
案。

专案组民警获取线索后，并
未急于抓捕，以免打草惊蛇，而
是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后李
某在村中出现，身着便装的民警
以“朋友”的身份将其“请”到派
出所，面对民警询问，李某狡辩
不承认。根据掌握的资料，办案
民警对其再次审讯和做工作，李
某如实供述了伙同其团伙成员
侯某、张某，在郝集高端产业聚
集区内多起盗窃的犯罪事实，并
交代他们将盗窃的物资进行了
变卖。

据嫌疑人李某交代，侯某为
防止警察抓捕，从邻村朋友手中
购得一只狼狗，凶猛异常，白天拴
着，夜间撒开，同时还在院子南墙
设置“机关”。为了民警安全，派出
所所长侯建军将钢叉等警用器械
分发到抓捕民警手中。为了做到
万无一失，零点过后，抓捕民警连
续两次查看了侯某、张某家地形。

民警介绍，抓捕是在早上进
行，先将侯某居住的房屋包围，院
内狼狗听见动静后，不停地大声
狂吼。民警先是蹬着梯子爬上了
侯某家院子南墙，然后攀上西屋
房顶，又跳到北屋房顶，顺着北屋
与东屋的楼梯顺利地进了院子。
狼狗堵着楼梯口狂吼，民警用钢
叉将狼狗逼退到墙角后，撞开侯
某所居住的西屋屋门，将正在穿
衣服的侯某抓获。

侯某归案后，民警又马不
停蹄赶往另一犯罪嫌疑人张某所
居住村庄，张某刚刚起床就被民
警戴上手铐押进警车。至此，该团
伙主要成员张某、侯某、李某已全
部落网。

在刑警大队二中队，狡猾的
犯罪嫌疑人张某、侯某面对民警
讯问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还谎称
此事与他们无关。民警决定分开
审讯，逐个突破其心理防线。嫌疑
人在大量事实面前，最终露出马
脚败下阵来，交代了自去年四月
份以来，在郝集高端产业聚集区
部分企业内盗窃作案30余起的犯
罪事实。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刑警大队二中队依法刑事拘
留，其他涉案人员正在有组织的
追捕中。

本报记者 王尚磊

窃贼很嚣张>>

养狼狗设机关防警察抓捕

五五岁岁半半娃娃娃娃放放假假
要要写写1122页页拼拼音音作作业业
专家：过多学习压力会造成孩子负面心理

五岁半的小心还在上幼儿园，可他的作业内容甚至有数学分式，
一到放假，还要写12页的拼音。妈妈担心这会给孩子造成负担，可又觉
得不学会“输在起跑线上”。而小心对于完成作业的初衷非常明朗，就
是能多得几个小红花。聊城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刘平易说，幼儿园课
程小学化较普遍，但过多学习压力会造成孩子的负面心理，甚至影响
今后的学习兴趣。

本报记者 刘云菲

五岁半娃娃作业里有数学分式
小心妈妈是建筑公司行

政人员，有大学本科双学位
的她，在众多妈妈中也算得
上“见多识广”，可当面对孩
子 作 业 ，她 也 会 大 吃 一 惊 。

“儿子作业里居然还有数学
分式，就是几加几等于几，有

时做的题我都要考虑很长时
间，一时还答不上来。”小心
妈妈说，孩子作业不仅难，还
非常多，每天都有卷子写，到
了放假要写十二页的拼音作
业。

而小心很喜欢写作业，

每天都能按时完成。这么省
心的孩子，别人一般会非常
羡慕，但小心妈妈觉得问题
很大，“这不是一种功利教育
吗？孩子写作业不是为了获
得知识，而是为了得到夸奖，
这对学习有什么好处？”

有些幼儿园开设珠心算课程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

幼儿园都开设了文化课，教材
也是多种多样。有些从大班开
始就要学拼音，20以内加减法，
有的已提高到100以内的加减
法，认识大量的字。有的还开设
英语，甚至珠心算等高难度的
课程。为此，一些幼儿园负责人

表示，国家没有规范性统一教
材，他们对于开设什么课程都
是根据家长意见和自身考虑。

“有的家长喜欢孩子多学点东
西，我们就会开设相应课程，不
然我们有可能就丧失生员。”

而一些家长对于孩子在幼
儿园是否该留作业，也有不同

意见，但大部分家长持支持态
度。“孩子多学点知识总没什么
坏处，现在小学课程就很难，要
是不提前学习，到时跟不上怎
么办。”而一部分家长也觉得幼
儿园留作业对于孩子压力太
大，“幼儿园的孩子玩为主，学
那么多东西负担太大。”

过多学习压力会造成负面心理
刘平易表示，幼儿园课程

小学化非常普遍，几乎没有一
个幼儿园不开设文化课程。这
里面有利益驱使的原因。民办
幼儿园为争生源，鼓吹一些教
育方式，公办幼儿园考虑适应
小学学习过程，而家长则怕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过

多的学习压力对孩子会产生负
面心理，时间久了不但不会促
进学习，还会影响他们今后学
习的兴趣。

“6岁前的孩子接受知识以
直观为主，但现在幼儿园在教
学上更多是逻辑思维，已超出
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能

力。这会造成负担，反而影响孩
子兴趣爱好。”刘平易说，这个
年龄段，家长的陪伴才是最好
的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这种
情感上的教育比文化知识更重
要。孩子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生
活中学习，学习只能从课本上
来，是一种极大的误区。

聊城站2015年春运临客简明时刻表

注：其中K4203和K4204次列车均为：节前赣州终到、东莞东始发；节后东莞东终到，赣州始发。
制表 杨淑君 王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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