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9日下午，由
华语音乐家协会、华语电台联
盟、华语音乐排行榜主办，山
东博奥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生动九州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承办的“文艺走基层·唱
响博奥克”大型汇演在九州产
业园九州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九州产业园董事长刘钦松致

开幕词。
激情五月，多彩九州。活动

在充满活力的《红火火的中国
甜美美的家》中拉开序幕。优美
的旋律，熟悉的场景展示了一
个经济建设高歌猛进，文化建
设日趋繁荣，风光秀丽、经济腾
飞、文化繁荣的江北水城。

星光大道歌手居子涵、小

保安张争(聊城阳谷)、闫昆为大
家奉献了一首首精彩的歌曲 ,”
小田震”安琪的献唱更是引起了
一个小高潮。田静雨小朋友的

《春雨旋律》将场外的突来的阵
雨唱的可爱调皮。聊城音乐家协
会副会长，聊城艺术馆副教授，
著 名 演 唱 家 丁 伟 一 首《Y O U
RASIE ME UP》让人深陷音乐

深海之中无法自拔。华语音乐排
行榜创始人合力先生献唱的《中
国画卷》更是气势磅礴，震撼人
心。

此次活动是博奥克生物、
生动九州传媒协同华语音乐家
协会、华语电台联盟、华语音乐
排行榜、星光大道实力歌手为
大家奉献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

盛宴，歌声、音乐和场外的雨声
荡涤着人们的灵魂，阵阵的掌
声和欢呼声传达着观众们的欢
快！

华语音乐排行榜、腾讯视
频、搜狐视频、爱奇艺、土豆网、
新华网、齐鲁晚报等各大媒体
对演出做了现场报道，并对董
事长刘钦松进行了采访。

““文文艺艺走走基基层层··唱唱响响博博奥奥克克””文文艺艺汇汇演演取取得得圆圆满满成成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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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在医学
上称为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
症，俗称多动症，是一种危害性
非常大的儿童多发病。孩子患
有这种疾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
纠正，就有可能毁掉孩子的一
生。

注意力缺陷儿童在婴幼儿
期 ( 3岁前 )的表现不一定很严

重，可能只是暂时的适应困难，
如吃手指、不自主摇晃、偏食、睡
眠时间短、经常哭闹等。

学龄前(3岁-7岁)的注意力
缺陷患者可能就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多动、稳不住、易冲动、不服
从管教。

注意力缺陷患者在学龄期
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自控能力

差、语言易冲动、喜欢吵闹、不自
信；不听指示、行动散漫；上课时
东张西望小动作多等，学习成绩
比较差。

迈入10岁后，约75%的注意
力缺陷患者难以适应学校环境，
甚至无法完成功课，且有30%的
患者会在高中入学时失败，失去
考大学的机会。

注意力缺陷患者进入青少
年期常会自信心不足、挫败感强
烈、莫名的脾气暴躁，甚至发展
成忧郁症，继发性情绪障碍的危
险性明显增高，违法犯罪的风险
明显加大。

注意力缺陷患者到了成年
期往往会因学历低、生存技能不
够导致工作困难，进而感到不

安，酗酒斗殴倾向严重，甚至会
造成婚姻不幸！50%的成年患者
事故率高，酿成无力挽回的家庭
悲剧！

家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
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一定不
能大意，更不能心存侥幸，应该
积极的采取措施，做到早发现早
纠正。咨询电话0635-8265809

警警惕惕！！别别让让注注意意力力不不集集中中毁毁了了孩孩子子

本报聊城5月11日讯 (记者 刘
云菲 ) 随着本报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 办 、聊 城 水 城 集 团 发 起 的

“我爱东昌湖，一起来行动”活动的
深入推进，该活动在聊城掀起了一
股“爱湖浪潮”。本报已经收到了来
自社会各界的50多篇征文，大家也
纷纷加入“东昌湖‘湖’唤文明”QQ
群261259283，一名网友在群里发
起倡议，表示保护东昌湖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每一件小事做起。“我们
应该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
东昌湖！”

网友“观海听涛”在倡议中说，
东昌湖是一幅淳美的画卷，是带给
聊城 (江北水城 )城市无限生机和
灵气的魂魄。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
的 生 态 环 境 ，让 东 昌 湖 的 水 更 洁
净，树木花草更翠绿，是每一个聊
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像
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美丽的
东昌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
和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
为此，发出以下倡议：保护东昌湖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每一件小事做
起。

不随意乱扔、乱吐废弃脏物；
不向东昌湖倾倒垃圾和排放脏污
废水。

保护东昌湖生态环境，爱护沿
河两岸一草一木一景。

保护东昌湖野生动植物、鱼类
及昆虫生态资源。

不随意砍伐树木，烧荒垦地，使
用农药。

不在东昌湖炸鱼、电鱼、毒鱼、
捕鱼、随意垂钓。

避免过度开发利用东昌湖区域
水陆动植物资源，以免造成生态失
衡、水体质量劣化。

不在东昌湖水域从事饲养放牧
畜、禽、网箱鱼等劣化水质的渔牧业
生产。

不在东昌湖地域设立污染、排
污企业、加工场点。

这位网友说，城市是大家的，需
要发动全体市民动起来，市民才是
城市的真正主人，让市民的保护意
识提高，成为自觉行为才是主要的，
这也是城市文明的一个体现。

活动参与方式：
‘湖’唤文明”QQ群：261259283。
活动征文电子邮箱：adch zw@

163 .com。
咨询电话：0 6 3 5 - 8 4 2 2 7 5 7 、

18663007011。
投稿地址：聊城市东昌府区兴

华西路93号。(向阳路兴华路路口西
北角古楼街道办事处二楼)

征文主题为“我爱东昌湖，呼
唤文明，做幸福聊城人 !”凡是经过
本报刊登的征文，均参与最后的评
奖。

网友发倡议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像像爱爱护护眼眼睛睛一一样样去去爱爱护护东东昌昌湖湖””

本报聊城5月11日讯(记者 刘云菲)
11日，一位83岁老人急匆匆来到本报

编辑部，他得知了本报发起“我爱东昌
湖，一起来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后，非
常激动，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抒发自己
对东昌湖的爱。这位老人名叫李志竹，
是原东昌湖管理所的一位老职工，在管
理东昌湖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对东昌湖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老人说，他退休前在原东昌湖管
理所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年的时间，亲
眼目睹了东昌湖的发展，老人特别感
叹：“东昌湖来之不易！”老人说，东昌
湖原来叫环城湖，1996年改叫东昌湖，
据史料记载，宋熙宁三年(1070年)建
古城墙形成了一条护城沟，筑护城堤
形成了一片苇地，这种状况一直到新
中国建国后，长达900多年的历史。直
到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才
建成现在的东昌湖。

“东昌湖水域6 . 3平方公里，平均

水深3米，是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的人
工湖泊，湖水清澈透明，永不干涸，加
上古楼等建筑遥相辉映，更显得东昌
湖的美丽。”老人激动地说，他认为，爱
东昌湖就要用实际行动来爱它，首先
是自我管理，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

“比如说不洗衣服，不在这里洗车，钓
鱼，扔垃圾等。只要人人管理，东昌湖
的美丽才能持续。”

老人说，他本不是聊城人，老家是
青岛的，但是在聊城生活了三十多年，
已经深深爱上这里。尤其是自己还是曾
经管理东昌湖的一员，更是对东昌湖有
着特别深厚的感情。记者仔细阅读了老
人的这篇文章，文章里语言朴素，真挚
地表达了对东昌湖的爱。老人在文章中
说：“要保护好东昌湖，可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的事儿，应该全民行动起来，从
自我做起。我相信，为了个人和聊城，只
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管理好东昌湖，
这才是真正爱东昌湖。”

在管理东昌湖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83岁老翁亲自将征文送到报社

格有奖征文

出家门，向东走，只有四站地的路
程，就是家乡知名景点——— 东昌湖。作为
土生土长的聊城人，自记事起，无论是上
学还是散步，东昌湖都是我的必经之路，
日子久了，也就司空见惯，

但又名胭脂湖的东昌湖却有如雷贯
耳的知名度，这个建于北宋年间的城中
湖不仅是聊城少有的4A景区，更是江北
水城的璀璨明珠！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
泛舟湖上，总会给人的心旷神怡的唯美
感受。

初春时节，冰消雪融，待到阳光明媚
之时，放眼望去，湖面微波粼粼，平静
的湖面仿佛就是一幅秀美的画卷。微
风吹过，花香袭来，让你真正明白什么
是真正的春天；夏月蝉歌，东昌湖西北
角的荷香亭附近的荷香沁人心脾，数
不胜数的荷花荷叶成为东昌湖秀色可
餐的点缀，颇有朱自清先生传世名篇

《荷塘月色》描绘的意境。6平方公里的
东昌湖犹如永不闭馆的自然博物馆，
将四季美景无私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不出家门就可以感受大自然的
神奇秀丽。

饱经沧桑近千年的东昌湖是养育一

代又一代水城百姓的母亲。东昌湖就位
于城中，就如同慈母那温暖的胸怀，最适
宜儿女依偎；东昌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水城的发展离不开东昌湖，就如同慈母
尽心尽力养育着自己的孩子。含辛茹苦
地养育换来的却是接二连三地污染。难
道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回报养育自己的母
亲吗？难道我们就真的忍心看到母亲浑
身污秽不堪入目吗？难道我们就不会像
母亲养育我们一样装点母亲，让母亲容
光焕发，重现生机吗？

虽然东昌湖屡遭污染，但我们一定
要相信，只要努力治污，有朝一日东昌湖
必将重现昔日的澄澈秀丽，母亲东昌湖
养育的六百余万儿女也会携起手来将母
亲东昌湖装点得焕然一新。只要湖中少
了污秽多了纯净，那么母亲东昌湖必将
重现昔日容颜！

生活在水城的各位，行动吧，为了东
昌湖母亲不再面容憔悴，我们人人都应
行动起来，身体力行，制止污染，让乙未
年初夏已经到来的脚步声为污染画上句
号，让明天的东昌湖真正成为秀丽旖旎
的水城美景吧！

东昌府区 金顺

保护母亲湖，人人都应行动起来

随 手 拍

5月9日，在湖边举行的徒步大会启动仪式结束后，遗留下遍地垃圾。（市民白先生提供）

每天都有这么一群人在湖边的公共绿
地小便。(网友提供)

东昌湖边一位市民在用湖水洗摩托车。
(市民邹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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