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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点点半半课课堂堂开开课课啦啦
孩子们有了指导老师，也有了小伙伴儿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肖龙
凤 见习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李旭） 14日下午，由齐鲁晚报
名士豪庭社区服务中心、济南张刚
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姚家街
道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联合
举办的2015年春季四点半公益课
堂正式开课了。当天，小朋友们来
到名士豪庭二居会议室，一起愉快
地写作业。齐鲁晚报和名士二居的
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山东政法学院
传媒学院青协、青岛银行浆水泉支
行和乐滋英语艺术中心的志愿者，
一起陪伴着孩子们，指导他们完成
功课。

去年的小学员今年又来了

“我喜欢在这里做完作业再回
家。”在这一期的四点半课堂上，名
士豪庭第二社区的小朋友王一帆
又来了，去年冬季的四点半课堂让
他爱上了这里。在去年冬季的首期
四点半课堂上，名士小学的30名孩
子在放学后有了好管家，在名士豪
庭二居度过了一个个美好的下午，
不但功课有人辅导，还学到了剪纸

等课外技能，这让他们的家长颇感
欣慰。

“请问，今年的四点半课堂什
么时候开？我家孩子一心想着再到
这里学习呢！”今年以来，多位学生
家长前来询问。得知招生的信息
后，王一帆的家长第一时间为孩子
报了名。

14日下午，王一帆只用了半小
时，就又好又快地写完作业，随后
乐滋滋去了社区图书室，熟练地从
绘本架子上挑了几本喜欢的书，津
津有味地看起来。

据了解，目前已有十多位孩子
的家长表示想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托管，和小伙伴儿一起学习。“我们
两口子平时4点还没下班，每天接
送孩子是我们最头疼的。现在可以
把孩子送到这里，你们这么用心地
给看着，我们也就放心了。”一位学
生家长告诉记者。

课堂汇聚社区公益力量

本期四点半课堂位于名士豪
庭第二社区居委会会议室，时间
为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下
午4 :00-5 :30，将秉承公益理念，
汇聚社区公益力量，打造民生服务
品牌，努力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14日是开课第一天，距离放学还有
20分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早早

等在了名士小学门外。
“看你有听写作业，我帮你听

写一下，好吗？”14日的四点半课堂
上，来自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青
协的志愿者杨晓寒、史素雅热情地
帮助有需要的小朋友听写。

在这里，齐鲁晚报和名士豪庭
二居工作人员，以及来自青岛银行
浆水泉支行、乐滋英语艺术中心
和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青协的
志愿者将为孩子们辅导功课，并
将根据孩子们的需求陆续增加英
语课、音乐课、电脑课、手工制作
课等“第二课堂”，推出更多丰富
多彩的公益课程，丰富孩子们的课
余生活。

●●天天气气早早知知道道

今日最高28℃

周末有小雨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刘艳 尹彧） 前一天还
飘着雪花冷飕飕的，睡了一觉醒来，
变成了暖烘烘的大晴天。天气变化
之快让不少市民咂舌。14日，省城又
变成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最高温一
下子升到了21 . 8℃。根据济南市气
象台的预报，15日起气温明显回升，
18日～19日有小雨，届时气温也将
下降。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5日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级逐渐增
强到4～5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11℃
～15℃，最高气温28℃左右。15日夜
间到16日晴间多云，南风转北风都
是4～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8℃～
13℃，最高气温23℃左右。17日晴转
多云，南风3～4级，气温变化不大。
18日～19日阴有小雨，南风转北风
都是3～4级阵风6级，气温下降。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王宫钦） 14日，记者从

济南水务集团获悉，济南水务集团
已经开通支付宝“电子钱包交水费”
业务，市民利用智能手机在30秒内
便可完成水费交费业务。据不完全
统计，2014年度水务集团用户使用
支付宝交费已达30万户次以上，及
时交纳水费上千万元。

交水费也能用

手机支付宝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孟燕）
近日，记者获悉，济南将分3批在

济南3300多个开放式公交站点安装
视频监控设施。

为了保障驾驶员和乘客的人身
安全、便于侦破扒窃等案件，公安部
门计划分3批在全市3300多个开放
式公交站点安装视频监控设施。据
了解，这个工作去年已启动，第一批
选择在了交叉线路多、跨线长的站
点，比如设置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
等的站点将先行安装，目前安装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预计年底就将有
一批监控设施完成整体检测和验
收，作为天网工程的一部分开始在
泉城街头“服役”。

公交站点将

陆续开装监控

本报4月14日讯（见习记者 于
悦） 记者从济南市口岸办获悉，4

月13日14:30，济南开通到韩国仁川
货运航线，该航班号为CF215/216，
每周一、三、五执行，5月份将转为正
班，增加为每周5班。10:00从济南机
场起飞，12:35降落韩国仁川机场，13:
10从韩国仁川机场起飞，14:40到达
济南。

济南开通到

仁川货运航班

本报4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张九龙） 每到春天，舜玉路的杨树
就会飘洒下满天飞舞的杨絮。14日，
舜玉路街道办事处联合济南市福彩
中心中福在线部发起了一场“关爱
健康、保护环境”的倡导环保主题活
动，为辖区老年人、儿童以及长期暴
露在杨絮污染下的环卫工购买了
3000副环保健康口罩,并免费发放给
他们。

3000副防絮口罩

送给居民和环卫工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皇
通讯员 郭春先） 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里提到济南市要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城。食品安全和每一个市民
都有关。市民到底关心啥。济南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本报启动了

“食安泉城 问计于民”的食品安全
民意调查活动。

从4月15日开始，快登录齐鲁晚
报网、齐鲁晚报微博或济南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答问卷跟咱
说说。活动将持续一个月，题目涉及

市民最想了解的食品的安全状况，
哪些场所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大，最
关注哪些食品安全问题，最想了解
哪类企业食品安全管理状况，最想
参与哪些食品安全社会监督活动和
对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建议。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
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建议评出一、二、
三等奖和优秀奖（无奖品），并进行
公布。有意参加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活动的市民还将被聘为市食品药品
社会监督员。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杨擎
梁越） 9日是仁风富硒西瓜直销活
动的第一天，现场十分火爆。活动两
天时间，100余箱西瓜全部脱销。如
果您也想吃到正宗爽口的“仁风”牌
富硒西瓜，可拨打 9 6 7 0 6 1 2 6 或
81172106继续订购。

9日上午8时30分许，直销活动
刚刚开始，就有很多市民来此购买。
家住高新区的高先生，开车直奔活动
现场，一口气买下10箱西瓜:“这西瓜
特别好吃，我多买几箱，送给亲戚朋
友尝尝，再晚就买不到头茬瓜了。”

据悉，正宗“仁风”牌富硒西瓜

皮薄肉汁甜美，入口即化，具有较
好的保健功效，尤其适合老人、小
孩食用，深受消费者喜爱。直销活
动两天时间，100余箱仁风富硒西
瓜已全部脱销。准备前来购买的市
民，欲购从速。

本次活动西瓜直销为标准瓜每
盒170元（6枚或4枚装，净重15斤左
右），迷你小盒110元（6枚，净重10斤
左右）。您可拨打热线96706126或
81172106进行预订后，直接前往泺
源大街3号路北（山东新闻大厦对过）
回归自然有机食品店购买。领取时
间：上午8:30-下午5:00，欢迎选购。

本报讯 近日，“中国公益慈善
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学员招募已
火热启动，该项目是由民政部指导，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安利公益
基金会共同发起，多家公益慈善组
织共同参与的专业化公益慈善人才
培养项目，这是中国首个由政府指
导的民间公益组织人才培养项目，
旨在改善公益行业人才匮乏现状。

“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
从2013年启动，由安利公益基金会
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目前已成功
举办两期。

据悉，第三期“中国公益慈善人
才培养计划”会根据学员自身需求，
为每一位学员配备一名公益慈善领
域资深导师。本期项目将重点培养
50名公益行业从业者，并甄选出10
位最具潜力学员，为其颁发共100万
元机构发展金，提供赴国际知名学
府海外深造、考察交流机会。

第三期培养计划报名截止日期
为4月20日，可登录“中国公益慈善
人才培养计划”官网进行报名并关
注 项 目 进 展（ h t t p : / /
charityleader.charity.gov.cn/）。

●●看看您您关关心心的的 ●图图说说

14日，泉城广场，大批工人为荷花喷泉清理垃圾和污物，清理
出的垃圾装了上百袋子。为了迎接五一和春季旅游旺季，广场为喷
泉洗澡，并进行设备检修。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13日，济南市解放路第一小学“生命课程”开课了，这是一堂特
殊的课，主讲人不是学校老师，而是家长辅导员。课堂上，每一名学
生都拿到了一个生鸡蛋，作为自己的“蛋宝宝”。在随后的一周时间
里，他们将开展“护蛋“行动，体会父母的不易和生命的可贵。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孙娜 摄

13日，山师附小为学生更换2800套新桌椅。桌面和凳面采用环
保材料，方便学生调整桌椅，弧形设计，保障学生安全、舒适度。

周国芳 王文彬 摄

新闻服务社区，我们就在
您身边。如果您想为社区居民
服务，或者您所在的社区有什
么需求，请关注张刚大篷车官
方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们，
我们将继续携手各方公益力
量，努力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
贴心的服务。

食品安全您最关心啥？
济南市食药监局约市民答问卷聊聊

仁风西瓜直销两天售出百余箱
市民可继续拨打96706126或81172106预订

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
第三期火热报名

●●信信息息集集装装箱箱

志愿者杨晓寒帮助小朋友听写词语。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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