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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治治景景区区景景点点周周边边非非法法运运营营车车
昨天就在高铁站查扣一辆

“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
三怕写作文。”这是很多高中生
语文学习的真实写照。虽然经过
了高中两三年的学习积累，但不
少高中生还是不会写作文。采菊
的陶渊明，乘舟欲行的李白，很

忙的杜甫……都2015年了，你还
准备用这些老面孔向高考阅卷
老师打招呼?

专家介绍，写不好作文的原
因有三：一是阅读不够，语感不
强；二是练笔不勤，手感生疏；三

是思路不顺，行文不畅。“考生写
作思维的缺失是考场作文拿不
到高分的关键原因。”专家说，但
这是可以通过平时的训练来锻
炼的。

如果作文缺乏思想是小怪
兽，那么《经典作文》就是专打小
怪兽的特效奥特曼。《经典作文》
系列书籍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权
威顾问，全国一线名校名师全程
参编，连续三年押中高考作文
题，真正实现了30天改变中国学
生作文命运，是短时间内提升作
文成绩的法宝。

《经典作文》2015年高中版内
含6本教材，分别是《经典作文·
高中 (上 )》、《经典作文·高中
(下)》、《经典素材(上)》、《经典素

材(下)》、《经典论证论据》、《经典
作文技法·高中》，真正系统、全
面地提升高考生作文成绩，是中
学生迈进更高学府的垫脚石。

同时，为满足不同阶段孩子
的需要，专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
的阅读习惯和知识积累程度，精
心编撰《经典作文》高中版、初中
版、小学版三个版本系列书籍，
在学习的每一阶段《经典作文》
都能助学子先人一步。

为真诚回馈本报读者，在学
习的关键时刻助学子更进一步，
本报特联合山东邮政集团面向
泰安全市发售《经典作文》系列
书籍。

《经典作文》(高中版 )原价
138元，现售价99元，

《经典作文》(初中版 )原价
120元，现售价89元，

《经典作文》(小学版 )原价
100元，现售价79元。

市民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订购：

1 .微信订购：关注齐鲁晚报
《今日泰山》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qlwbjrts)→在页面下方导航区点
击“读者服务”→找到“《经典作
文》订购”点击进入，按提示要求
操作付款，等待工作人员联系您
即可。

2 .电话抢购：拨打0 5 3 8—
6982110，向工作人员咨询订购。

为方便市民订购，市区订购
还可享受两小时内保证免费送
货上门服务。

如如何何给给高高考考作作文文加加分分：：《《经经典典作作文文》》即即刻刻能能做做到到
打折优惠回馈泰安学子，市区订购享受免费送货服务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侯峰) 10日上午，中华胜迹

文化行——— 泰山胜迹图诗联
书画艺术展在泰安文化艺术
中心泰安美术馆开展，由30余
位实力派画家历经四年创作
的120米巨幅制作——— 泰山胜
迹图精彩亮相。作为首个展出
城市，艺术展将一直持续到13
日。

“长卷由多位书法家共同
完成，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诗
联的内容、体裁不一，但却从
不同角度相互照应，互为补
充，相辅相成，共同展出泰山
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中
国楹联学会会长蒋有泉介绍，
作品在立意取材上围绕自然
风光、人文风采、建筑风格、生
活民俗、神话传说，情景融合、
虚实相生，给人留下了想象的
空间。

据了解，长120米、高0 . 69
米的鸿篇巨作泰山胜迹图(工
笔、写意卷)以人文景观为立
意、自然景观为载体，以穿越
历史的高度用全景式、多角度
的艺术手法，运用经典写实、
散点透视、浅绛青绿的工写技
法，融进古今多种绘画元素，
系统描绘泰山人文景观的发
展轨迹，展现五岳独尊雄伟壮
丽的气势。

泰山胜迹图创作委员会

主任、组创者杨宪金介绍，除
了泰山胜迹图，还将展出另一
个珍贵的艺术作品——— 泰山
胜迹诗联书法长卷。该作品从
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登山
揽胜、临景题咏留下的万余首
经典诗联中，精选点校出3000
余首，邀全国300余位不同书
体的著名书法家分别书写后
评选出78幅组成长120米、高
0 . 68米的泰山胜迹诗联书法
长卷，其余220余幅编入《翰墨
泰山》书画集。在展出现场，艺
术展组委会还向泰安市捐赠
了仿真局部泰山胜迹图和《翰
墨泰山》书画集。

根据安排，组委会将于4
月1 0日至9月2 0日分别在泰
安、郑州、上海、银川、长沙、
兰州、西安、合肥、成都、南
昌、北京举办中华胜迹文化
行——— 泰山胜迹图诗联书画
艺术展巡回展。其中，泰安为
第一站，展出时间为4月10日
至4月13日，市美术馆展区开
馆时间为每天9时至1 6时3 0
分。展出结束后，由拍卖公司
对泰山胜迹图(写意卷)、泰山
胜迹诗联书法长卷，当代实
力 派 艺术家 创 作 的 中 华 名
园、中华名山的150幅诗联书
画作品进行公益拍卖，拍卖
所得用于中华胜迹文化复兴
工程等。

12日，记者从泰山索道运
营中心了解到，因设备检修维
护，泰山桃花源索道将于4月14

日停运一天，4月15日恢复运
营。期间，中天门索道正常对外
运营。 (薛瑞)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王世腾) 10日上午，泰安市

交通运输局稽查人员来到天外
村、高铁泰安站蹲点现场查验
旅游大巴、出租车、非法从事运
营的私家车。在高铁泰安站查
获一黑车。自即日起，泰安整治
环山路沿线旅游景区、景点及
火车站、高铁站等游客集散地
周边出租、旅游包车、公交车等
违规运营的行为，一经核实，从
业人员将被停运。

10日下午3点，在天外村南
侧停车场，来自济南、宿迁、苏
州等地的旅游大巴陆续停靠，

旅客陆续下车，泰安市交通局
稽查人员一一对车进行检查。

“天外村是城区主要的旅游大
巴集散中心，执法人员在专项
整治过程中每天都在此设点检
查，在大巴高峰期时段对违规
车辆进行查处。”执法人员说，
从4月中旬开始，泰城开始整治
旅游景区、景点周边从事旅游
客运的“黑车”、“黑户”等非法
营运车辆；旅游包车违反规定
揽客、兜客、上下客等问题。从
2014年1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
并开始使用“包车客运管理信
息系统”软件。新标志牌加入了
二维识别码，相当于给包车客
运标志牌配发了一个“身份
证”，这个身份证是唯一的，并
且是可联网查询的。

下午4点，稽查人员又来到
京沪高铁泰安站现场检查。一
辆白色小轿车在售票厅停车
后，一旅客下车后给司机递上
10块钱，接着下车赶去买票。稽
查人员赶忙上前从车上发现一

“出租”的红色牌照，还有十几
张名片和一张记账单，稽查人
员分开盘问现场查扣该轿车。

“从检查的情况看，这辆车就是
一“黑车”，需带回进一步处
理。”稽查人员说。

随后，稽查人员又现场检
查停靠在高铁广场上出租车，

其中一辆出租车的服务监督卡
并没放置在车辆左前座。“监督
卡上有司机的姓名，投诉电话，
不放置在左前方，旅客遇到问
题不知该怎么进行投诉。”稽查
人员说，出租车营运需携带道
路运输证、道路从业资格证、服
务资格证，违规的出租车将被
停运。客运市场整治期间，对误
导、宰客、倒客、甩客、拼客、服
务态度恶劣的出租车辆，通过
现场查实，坚决予以扣车停运，
并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去年泰安旅游满意度在
全省17个地市中排名第三，较
前年上升了5个名次，但仍有部
分指标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
即日起，泰安对旅游客运市场
进行专项整治。”泰安市交通运
输局稽查人员说，依托景区景
点、旅游客车集散地加大旅游
运输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严厉
查处在天外村、红门、桃花峪、
方特欢乐世界、太阳部落等重
点进山口和旅游景区的非法营
运等扰乱旅游秩序的行为。市
民出行遇到出租车、公交车、客
运车辆违规运营的情况，可拨
打以下电话：出租管理部门的
投诉受理电话8229769，公交部
门的投诉受理电话8223146，客
运 部 门 的 投 诉 受 理 电 话
8266045。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王世腾) 10日起，泰安市第

二公交公司新增设一处公交IC
卡售卡点，位于泰安汽车东站
(小井汽车站)售票大厅内，工
作时间为早7点至17点，节假日
照常上班。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介绍，为方便东部广大居
民购卡及充值，4月10日起，市
第二公交公司新增一处公交
IC卡售卡服务网点，位于泰安
汽车东站 (小井汽车站 )售票
大厅内，工作时间早7点—17

点，(节假日照常上班 )。新售
卡点开通后，市区内二交公司
的公交 I C 卡服务网点增至 2
处，分别为泰山汽车站和泰安
汽车东站售票厅内，广大市民
可就近选择服务网点办理相
关业务。

120米泰山胜迹图

亮相市美术馆

桃花源索道
14日停运检修

去去小小井井汽汽车车站站
也也能能办办城城乡乡公公交交IICC卡卡

市民在观看泰山胜迹图。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稽查人员在高铁站查获的
黑车上的记账单。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稽查人
员查看出租
车的证件。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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