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联合新泰阳光国际英语中心，本周日举办英语公开课

小小记记者者快快报报名名，，来来和和外外教教开开心心互互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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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泰9月16日讯
(实习记者 石环 ) 2 0
日，本报将联合新泰阳光
国际英语中心，举行英语
公开课活动。活动包括外
教授课、英语课堂互动、
和外教一起游戏等环节，
让孩子们在与外教交流
的同时，增加学习英语的
兴趣。

英语作为教学的基
本课程，一直是孩子学习

的重点之一，如何更好让
孩子学习英语、对英语感
兴趣，也是老师和家长比
较关系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让孩子
们更好的了解英语、认识
英语、对英语感兴趣，20
日(本周日)，本报特约阳
光国际英语中心外教，为
参与活动的孩子们上一
堂别开生面的英语公开
课。活动中，孩子们可以

一起听外教讲有趣的故
事，和外教交流学习中的
问题，与外教一起做游
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
习、成长。

本次活动针对齐鲁
晚报小记者，活动全程免
费，家长需将孩子送到活
动指定地点。需带物品：
齐鲁晚报校园记者证、
笔、笔记本。

活动时间及集合地

点：9月20日(本周日)，上
午8点40分在阳光国际英
语中心(榆山路山水文苑
南 门 对 过 ，电 话 ：
15588579555)集合，活动9
点准时开始。

活动限定参与人数
25人，以报名先后为准。

报 名 方 式 ：电 话
15163839990，并将孩子
的基本信息(学校、班级、
姓名)发送到本号码上。

本报新泰9月16日讯(记者 王
伟强 通讯员 展光保) 新泰一
男子家庭贫困，身患肝硬化，没钱做
切脾手术。新泰市中医院肝病脾胃
病科医护人员不仅给他捐了一万多
块钱，还积极开导他、给他送吃的，
对待他像家人一样。

9日下午5点左右，记者来到中
医院肝病脾胃病科病房，33岁的患
者房立军躺在病床上，科室主任李
增果正忙着给他查看病情。李增果
说，房立军家住汶南镇赵家庄村，家
庭条件不好，只靠低保生活，没有别
的收入。

吴娟说，房立军的病情比较严
重，已经出过三次血，一次比一次严
重。目前，肝硬化腹水严重。考虑到
他还很年轻，不能轻易放弃，通过切
脾手术治疗，可以延长他的生命。但
整个手术费用大概需要六万块钱，
除去大病救助和他们家东拼西凑的
钱，还差不少。“我们都想尽一份力
帮帮他，所以上周我们科室20个人
都捐了钱，一共捐了一万多块钱。”
吴娟说。

“中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对我特
别好，就和家人一样，心里十分感谢
她们。”房立军感激地说。

汶南镇政府得知情况后，也很
关心他的病情，9日上午送来了三千
元救助金，下一步还将提高他的低
保补助。

病人没钱做手术

医院捐款万余元

本报新泰9月16日
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
员 类成刚) 连接磁窑
到东都的磁东铁路电气
化改造，已于9月15日全
面封线施工。改造预计
11月完共，磁东电气化
铁路将与既有的东平
线、东莱线实现电气化
铁路无缝对接。

近日，记者来到磁
东铁路光明桥路段，看
到铁路线两侧已经建起
不少接触网支柱，不少
工人正忙着挖电缆沟。
中铁八局通信项目部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4月
18日开工后，一期的布

线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接触网支柱埋立也已完
成，二期设备安装工作
马上开始。

“9月15日全线封闭
线路，进行换枕、换轨、
挂线等作业，预计11月
份完工。”该负责人说，
此次电气化铁路改造施
工涉及磁窑到东都共计
67公里线路，涉及的乡
镇有东都镇、新汶办事
处、小协镇、谷里镇、宫
里镇、禹村镇、楼德镇、
华丰镇、磁窑镇。“磁东
线电气化改造完成后，
新泰市境内的三条铁路
线将全部实现电气化运

行。”该负责人说，机车
原先运行时速最高为
50km/时，改造后设计时
速80km/时。

“机车运行速度的
提升和制动距离增加，
也意味着顺线路行走、
抢越道口等违法行为造
成人身伤亡的的危险性
增大。”新泰车站派出所
民警说，电气化改造施
工完毕后，接触网运行
电压为27 . 5千伏，严禁
群众触碰任何铁路构
件、顺线路行走、抢越道
口，以免发生电气化人
身伤亡和铁路交通事
故。

磁磁东东线线铁铁路路全全线线封封闭闭改改造造
施工里程67公里涉及多个乡镇，预计11月份完工

磁东线原有的木枕将换成水
泥枕。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邮邮轮轮““抢抢座座””开开始始 将将低低价价进进行行到到底底
中华泰山号邮轮五天四夜跨海航游，护照在手，说走就走

本报讯 昨天推出本
报携手豪华邮轮再出发的
消息，不少市民纷纷来电
咨询，负责客服咨询的工
作人员一天接了七十多个
电话，已经累到手软。“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来电
咨询的市民大多坐过邮
轮，他们更为迫切的想知
道本次邮轮的航线和价
格，在收获第一手资料的
同时，抢占物美价廉的人
气舱位。”本报的工作人员
介绍。

据介绍，本报与易游
天下国际旅行社联合推出
的豪华邮轮日韩行，已经
为您规划好行程，“满载亲
情 驶向浪漫”，它不仅仅
是旅游的交通工具，它本
身就是极大的享受，邮轮
内配备的房间简单舒适，
无论是180度的海景房，还
是安静的内舱房，都将为
您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

带来绝妙的感官体验。为
了更符合市民出游和消费
习惯，邮轮上从设施、服务
人员、生活用品到休闲娱
乐，都加入不少中国元素。

中华泰山号豪华邮轮
五天四夜日韩游带您逃离
拥挤的景点和旅途的劳
累，为终日辛劳的您打造
一款舒适、享受的“闲适
游”。本次邮轮为大家制订
了海陆结合的五天四夜舒
适旅程。

航期：2 0 1 5年 9月 3 0
日——— 2015年10月4日

航程：D1青岛—D2海
上巡游—D3下关(福冈)—
D4济州岛—D5青岛

航期：2 0 1 5年 1 0月 4
日——— 2015年10月8日

航程：D1青岛—D2海
上巡游—D 3 佐世保 ( 长
崎)—D4济州岛—D5青岛

价格：三人间2399元/
人起，双人间2699元/人起。

五天四夜，除了畅游
日韩两国，随后将在公海
巡游。您可以尽情享受豪
华邮轮的各项娱乐设施，
也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躺
椅上，安静惬意的享受碧
海蓝天。午后，喝上一杯
咖啡，读上一本好书，去
免 税 店 挑 选 精 美 的 礼
物……度过一个闲暇的午
后时光。

现在报名可优先挑选
舱房，海景房、内舱房、迷
你套房、豪华露天阳台套
房，总有一款适合您。“十
一”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海上漂流吧！
另外，还没有护照的朋友
您得尽快办理啦，每位报
名的游客需要到各自户籍
所属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部门办理，切莫因为护
照耽误了您出行的脚步。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0 5 3 8 -
698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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