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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珠宝首饰、茶
叶 紫 砂 、根 雕 、陶 瓷 、国
画……在哪里可以将这些艺
术品一网打尽？如果你对艺
术品投资有兴趣，不妨关注
一下即将举行的聊城艺博
会。第四届聊城艺术博览会
由济南励展展览组织，目前
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本
届博览会将于4月30日至5月
3日继续在聊城会展中心举
行。

聊城艺博会发展空间大
在艺术品市场高速发展

的今天，许多城市都有自己
的艺术博览会。聊城国际艺
术博览会已经举办了三届，
去年11月17日闭幕的第三届
聊城艺博会吸引了近200家
参展商参加，总成交额超过
300万元，观展人数近5万人
次。

聊城艺博会承办方负责
人崔主任告诉记者，聊城具
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艺术爱
好者众多，2014年就举办了
三届艺博会，这也说明聊城
艺术品消费的潜在市场很
大，而且已被激发，呈现了爆
发式的增长。崔主任介绍说，
现在聊城的艺术品收藏着和
艺术古董店也日渐增多，周
边县市化艺术投资着也陆续
进入聊城，都欲抢占聊城艺
术市场。

众参展商看好聊城市场
第四届聊城艺博会将于

4月30日至5月3日举行，地点
依然是在聊城国际会展中
心，今年艺博会的展厅计划
使用聊城国际会展中心的
A、B两个馆，展位数量将达
到300多个，接近去年的两
倍。

展位预订已过半数
去年11月17日展会结

束前展商就预订了15年的
展位近20个。去年12月份启
动第四届艺博会的招商工
作以来，展位被预订了近
一半，参展机构以红木家
具、珠宝玉石、根雕陶瓷、
名家书画、艺术品等。艺博
会的国际性日益增强，有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已
报名参展，包括巴基斯坦、
印度、缅甸等。”

记者了解到本届艺博会
将继续推出前100名顾客免
费领取精美礼品。拿起手机
扫一扫或添加(微信公众号：
jnlzzl)将艺博会相关内容分
享到朋友圈(届时关注微信
公众平台公告)，即可凭手机
到活动现场领取价值18元的
礼品。

第第四四届届聊聊城城艺艺博博会会受受热热捧捧，，展展位位销销售售过过半半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
井梅) 10日上午，鱼邱湖街
道二杨村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双联共建帮包村助残
致富奔小康”项目活动仪式
正在举行，市文化局争取、
投入资金共计50.45万。

此次帮包助残行动是
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聊城
市各“双联共建”小组进行
的一次帮扶性活动，由村委
会推选出因残、因病致贫的
16家困难户，每户可免费获
得2只波尔山羊和一包饲
料。此活动旨在帮助残疾人
获得一份生产性、长期性的
经济收入，改善经济条件，
尽快脱贫致富。为切实做好
这件实事好事，还与16户家
庭现场签订了二杨村双联

共建帮扶助残致富奔小康
项目实施协议书。

市文广新局驻高唐县
鱼邱湖街道办事处二杨村
开展“双联共建”工作以来，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双联共
建”工作部署，坚持立足职
能，统筹协调，全力支持助
推联建村各项事业发展，为
二杨村争取、投入资金共计
50 .45万元，在基层党建、基
础设施建设、致富引路、乡
村文明等方面为二杨村做
了一些实事、好事，得到了
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为二杨村架设电线杆
24根，增设200KVA的变压
器一台，硬化路面800米，修
葺桥梁两座，打农田灌溉机
井8眼；将村委会办公院落
翻修一新。建设文化活动广

场1个并配备了全套的体育
器材。

立足该村原有经济结
构，引导村民适应市场，大
力发展肉鸭养殖、蛋鸡养
殖、木材加工，使产业上规
模上档次。协调争取了3000
余棵优质杨树苗，既绿化了
环境，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二杨村集体收入翻番。

配备高质量农家书屋1
个，图书数量达3000余册，
种类达1200余种，电子出版
物(光盘)达到200种；为村里
配备了庄户剧团和音响设
备；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专
场；组织开展“一帮一，结对
子”活动，走访慰问困难党
员，使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
和温暖。

市市文文化化局局争争取取、、投投入入资资金金5500 .. 4455万万
高唐鱼邱湖街道二杨村“双联共建帮包村助残致富奔小康”项目活动启动

中中小小学学门门口口拥拥堵堵成成““顽顽疾疾””
市民建议在学校附近规划出停车位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 (记者
刘云菲 ) 目前，学校已经开

学，很多家长不禁感叹，城区交
通拥堵问题又开始了，而学校门
口的交通拥堵问题则成为了“顽
疾”。一些市民建议，有关部门是
否能在学校附近尽量规划出停
车位，以此来缓解交通压力。

记者走访城区一些学校门
口。每到上下学期间，学校门口
就成了最拥堵的地方。兴华路
小学在益民胡同中，每到上下
学的时候，这里根本无法通行，

一些家长为了能躲避车辆和人
群，都在胡同口等待。而一些附
近市民，都要在学校放学前买
菜回家做饭。而在龙山西街，这
里更是堵。龙山西街宽只有12
米，是一条小道，这条街上有聊
城一中、外国语学校、文轩中学
等学校。开学后，这里一度成为
最拥堵的地方。一位学生家长
说，有一次堵车两个小时没过
去，平时也得堵上半个小时左
右。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些小摊
位，更加剧了交通压力，“我平

时来接孩子都把车停得很远，
要不得等很长时间。”

建设路小学一位老师介
绍，学校门口的交通压力确实
非常大，尤其是不安全因素非
常多，“学生上下学需穿过马
路，但是路上车辆行驶速度快，
大部分车辆根本不给学生让
行。学生家长接送学生时不管
是电动车还是私家车乱停放，
占用了行驶车道，造成车道变
窄引发交通阻塞。学校门前还
有小商小贩随意摆摊。”

为此一些市民提出，类似
北顺小学门口规划了临时的停
车位，交警配置也比较多，而其
他小学门口是否也能尽量规划
出临时停车的地方。“拥堵的原
因有很多，一方面道路规划滞
后，一些地方还缺乏大型的菜
市场，造成小商贩集中在大路
上。还有就是人们交通安全意
识还不够。”市民张女士说，治
理学校门口的交通问题应该是
多部门联合治理，加强管理。

齐齐鲁鲁够够级级大大赛赛

现现金金大大奖奖等等你你拿拿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 (记者
郭庆文 ) “我们已经开始练

习了，啥时候比赛？”3月11日，经
过连续几日的报道，齐鲁(聊城)

够级大赛受到众多市民关注，不
少够级高手致电本报8277092热
线，咨询够级的报名情况和竞赛
规则。

齐鲁(聊城)够级大奖赛由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联合振华购物
中心举办。2015年本活动将作为
晚报借势开展全民健身娱乐活
动的重头戏，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将进行全力打造，使之成为一个
聊城地区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
多的平民健身娱乐活动。

2015齐鲁(聊城)够级大奖赛
比赛范围为聊城各县 (市 )区 ,有
意向参加大赛的各界人士均可
报名 ,年龄、职业、性别、户籍不
限,报名前请先6人一队组成参赛
队 伍 , 报 名 请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8277092。

预赛阶段将在所有参赛队
伍中选拔出10支优胜队 ,在聊城
市区集中进行总决赛 ,决出最后
的冠军队、亚军队、季军队 ,4-10

名次队 ,分别予以不同奖励 ,其中
冠、亚、季军分别给予丰厚的现
金奖励 , 4-10名次队给予价值不
等的礼品奖励 ,并举行盛大的颁
奖典礼。

同时，2015齐鲁 (聊城 )够级
大奖赛仍在面向市场隆重招商，
为提升企业知名度、美誉度，进
一步挖掘品牌价值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 招商电话8278128。

比赛期间，齐鲁晚报将全程
对整个赛事进行报道，在10支队
决出后，为每个冠名企业 (大小
王冠名企业除外 )选定4支参赛
队伍，晚报将辟出专门版面，进
行整个赛事赛程的新闻报道，冠
名企业的品牌名称将多频次、重
量级的强力宣传。与此同时，在
够级大奖赛比赛场地的宣传品
和背景板上都将体现冠名企业
名称和LOGO。

比赛期间，还将运用产品、
报纸、网络、微信等宣传媒介，借
助主流平面媒体、网络媒体进行
立体化、全方位的联合推广、支
持，为赞助企业打造前所未有的
品牌提升商机和无与伦比的传
播价值。

够级在山东是一种具有广
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娱乐项目 ,随
着时代发展已演变为一种时尚
益智的体育运动 ,因其玩法的趣
味性、竞技性、观赏性、科学性被
人们称为“中国桥牌”。

新闻延伸

城城区区一一路路口口连连发发三三起起交交通通事事故故
均发生学校附近，两名接送孩子的老人被撞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刘云菲 ) 11日下午1点左
右，在振兴路小学附近路口连
发三起交通事故。事故都发生
在学校路口附近，此时正是上
班和上学高峰期，人流和车流
量剧增，给交通带来不小压
力。在其中两起事故中，被撞
的分别是两名老人，他们不同
程度受伤。据了解，这两名老
人都是来学校送孩子上学的。

11日下午1点左右，在振兴
路小学门口附近的十字路口，
一辆客车与一辆电动四轮车
相撞。在现场，人群正在围观，
客车上已经没有人，地上有明
显的刹车印。客车车窗下，一
辆四轮电动车被撞得车玻璃

碎了一地，前车窗户和周边的
车窗户玻璃都被撞碎，前车轮
也被撞得只剩下一半。车里没
有人。据目击者介绍，车主是
一名60多岁的男子，是来送孩
子上学的，在回去的路上与这
辆行驶中的大客车相撞，有人
看见老人嘴角流血了，好心人
见状赶紧拨打120，将老人送到
了医院救治。“我当时正好路
过这里，就赶紧打了120，老人
好像胳膊受伤了。”现场一位
目击者说。

而就在离着事发地不远
的300米处，地上也散落着一些
碎玻璃。一位知情者说，就在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前不久，一
辆出租车和一辆电动三轮车

相撞，车主也都去医院了。谁
知话音刚落，人群就转向了一
边，“又有人被撞了！”交警赶
忙过去，一位60多岁的女士躺
在一辆黑色轿车下，车主正焦
急地打着电话，老人疼得一时
起不来。“这老太太就在路上
走，这个车就过来了。”一位目
击者说。

这个路口一时间发生三
起交通事故，现场一度陷入混
乱。交警赶忙疏散人群，帮老
人找到手机联系上她的家人。
据了解，三起事故处理还在进
一步进行中。执勤交警介绍，
学校这个路口属于小十字路
口，路口有明显表示学校附
近车辆慢行的指示牌，但是

由于一些车辆行驶速度快，
加上学校上下学人群拥堵，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望过
往车辆司机注意。“一些接送
学生的大部分是老人，老人
开车注意力会不太集中，建
议行驶速度也要放缓，而机
动车行驶在学校附近，必须
减速行驶，尤其看见老人驾
驶车辆，要格外小心。”

一位市民说，他平时也来
学校接送孩子，注意到这个路
口有一个临时信号灯，可是经
常不亮，希望能亮起来，可以
帮助缓解交通压力，“这个信
号灯可能是太阳能的，时常就
不亮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
解决。”

振兴路新纺
街路口西，一辆
轿车撞上了一辆
在机动车道上行
驶的电动车，轿
车 车 主 弃 车 而
逃。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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