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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滴滴快车司机高铁站被打案告破

砸砸车车又又打打人人，，四四人人寻寻衅衅滋滋事事逮逮住住了了

本报泰安11月15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通讯员 王验
明 ) 1 3日，记者从岱岳区公
安分局获悉，12日，岱岳区公
安分局破获11月3日滴滴快车
司机被打车被砸的案，四名嫌

疑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岱岳区公安分局工作人
员介绍，11月3日17时40分许，
岱岳区公安分局接报警称某
汽车租赁公司员工吕某驾驶
电动汽车通过滴滴打车软件
在京沪高铁泰安站载客时被
人打伤，电动汽车被损坏。接
报警后，岱岳区公安分局迅速
开展工作，于11月12日将嫌疑

人杨某某、米某某、董某某、
弥某某抓获。

经讯问，以上四人对11月
3日在京沪高铁泰安站打伤吕
某并砸坏其驾驶的电动汽车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四名嫌疑人因涉嫌
寻衅滋事罪，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之中。

本报泰安11月15日讯 (记
者 陈新 ) 14日，“2015首届
京鲁文化交流”活动暨袁熙坤
大型环保主题雕塑揭幕仪式
在岱岳区黄前镇举行，泰安市
文化艺术界近百人参与了文
化交流活动并见证了《极地之
急 — 北 极 熊 》、《 森 林守护
神—虎》两尊雕塑揭幕。

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法信、泰安市、岱岳区、黄
前镇相关领导出席了雕塑揭
幕仪式。

这两尊雕塑中的《极地
之急—北极熊》已被永久安
放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
大楼前广场，雕塑缩小版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选作2009
年“地球卫士奖”的奖杯。该
雕塑在国内安放尚属首次。

雕塑《森林守护神—虎》的微
缩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选
作为2010年“地球卫士奖”的
奖杯。

今年7月，第十一届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雕塑学会顾
问，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
坤先生应邀访问泰安市岱岳
区黄前镇，在了解到黄前镇是
泰安市“水缸”黄前水库所在
地，为保护水源，黄前镇百姓
作出巨大牺牲，周边不能发展
任何工业企业，种地也不施放
化肥农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的困境后，袁熙坤决心用倾注
心血的作品，以“艺术承载环
保”的理念与泰安深厚的历史
文化相结合，帮助当地寻求可
持续发展新路径。

袁熙坤先生此举得到了
联合国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
钢先生、联合国人居署驻华代
表张振山先生、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驻华代表朱春全先生、中
华环保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
长李伟先生等生态环保人士
的大力支持。

雕塑揭幕当天，泰安市各
界人士赶到雕塑现场见证这
一难忘时刻，周边居民也纷纷
在雕塑前合影留念。

本报泰安11月15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 1 1月1 6日起，
27路公交线路于早6点15分和
中午11点30分抽调两班次公
交车辆，开通迎胜中学学生
专车，方便学生上下学期间
公交出行。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说，为解决岱岳区区委
及泰山大街周边学生至迎胜
中学公交乘车困难的问题。
经对27路学生客流量和出行
情况的调研，自11月16日起，

2 7路公交线路于早 6 : 1 5和中
午 1 1 : 3 0抽调两班次公交车
辆，开通迎胜中学学生专车，
方便学生上下学期间公交出
行。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早
专车路线：早6点15分自环湖
路停车场发车，途经岱岳区
区 委 区 政 府 、岱 岳 区 财 政
局——— 泰山大街——— 长城西
路——— 东岳大街——— 望岳东
路——— 擂鼓石大街——— 终点
迎胜中学站点，沿途站点均

停靠。
中午专车路线：中午 1 1

点30分学生专车在迎胜中学
门口等候，待学生放学乘车
后由学校门口发车沿原27路
线路运行至西林金牛山农贸
市场，沿途站点均停靠。

27路两个班次学生专车
开通后，解决了迎胜中学学
生 上 放 学 期 间 公 交 乘 车 需
求，及时疏散学生客流，极大
地缓解了擂鼓石大街迎胜中
学路段道路交通拥堵。

本报泰安11月15
日讯(记者 刘真) 15
日上午，泰安市小红帽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爱
心包裹暖冬工程启动
仪式举行。省庄镇兴隆
村、西张店村两户困难
家庭在当天收到爱心
包裹。

15日，小红帽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志愿者
来到省庄镇兴隆村、西
张店，看望了两户困难
家庭。

志愿者首先来到
兴隆村戚永康家，戚永
康的女儿小筠瑶正在
写作业。戚永康说，妻
子常年患有心脏病，去
年妻子去世后，小筠瑶
一直由他一人照看，平
时去工地上打零工，收
入微薄。“女儿今年才
上初一，平时外出打工
也没有时间照看，孩子
也非常懂事。”

志愿者在得知戚
永康家庭困难后，为父
女俩准备了两个爱心
包裹，其中包括一床棉
被、一件棉衣、一件冲
锋衣还有部分学习用
品，让父女俩温暖过

冬。
随后，志愿者一行

又来到省庄镇西张店
村陈兆强、李永春夫妇
家，这个家庭比较特
殊，陈兆强于2014年9月
份查出患有股骨头坏
死，失去劳动能力，妻
子李永春于今年7月份
查出患有乳腺癌，已进
行切除手术，光医药费
就花去7万多元，李永
春一边说着一边把戴
在头上的帽子摘下来，
她的头发已掉光。“孩
子今年刚考上大学，学
费对我们来说有不小
的压力，现在只能向亲
戚朋友借钱来维持生
计。”妻子李永春说。志
愿者也为夫妇俩带去
棉衣、棉被等衣物，让
他们能够在寒冷的冬
日里感受到社会温暖。

泰安市小红帽公
益事业发展中心志愿
者也向社会发出呼吁，
希望有更多好心人来
帮助这两户困难家庭，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爱心捐款帐号：
622848 0278335402170

户名：李永春

本报泰安11月15
日讯 (记者 薛瑞 通
讯员 郑燕 古强)
13日，2015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评选活动颁奖
典礼举行。由泰安市旅
游局报送的肥城桃木

“程木匠”田园风光用
品系列、肥城桃木景泰
蓝如意两件作品斩获
金奖。

本次评选活动，山
东省共有42项旅游商
品参赛，其中肥城桃木

“程木匠”田园风光用
品系列、肥城桃木景泰
蓝如意等9项旅游商品
获得金奖，另有潍坊风
筝等6项旅游商品获得
银奖。评选共评出金奖
95个，银奖95个，山东省
总获奖数量与北京、四
川并列全国第一。

市旅游局工作人
员介绍，肥城桃木“程
木匠”田园风光用品系
列为7件一组，每一件

均有实用性，分别展示
出寿桃、葫芦、苹果、佛
手、柿子、石榴、南瓜7
种田园果实形象，融合
了台灯、果盘、笔插、名
片盒、烟灰缸等实用功
能于一体。肥城桃木景
泰蓝如意则选材优质
佛桃木，由桃木雕刻大
师采用传统浮雕技法，
结合景泰蓝的掐丝、点
蓝制作工艺，纯手工精
制而成，使桃木如意色
彩更加丰富饱满。

据了解，首届中国
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
于2015年10月10日正式
拉开帷幕，公众和百名
专家进行了网上投票。
评选分为旅游工艺品
类、旅游特色食品类、旅
游茶品类、旅游丝织品
类、旅游电子类、旅游陶
瓷类、旅游竹木品类、旅
游个人装备品类、旅游
纪念品类、旅游设计创
意类十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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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肥城桃木作品获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金奖

爱心包裹开启传递
大家可继续献爱心

袁袁熙熙坤坤两两尊尊环环保保主主题题雕雕塑塑
落落户户岱岱岳岳区区黄黄前前镇镇

泰泰城城今今日日开开通通两两班班学学生生公公交交
迎迎胜胜中中学学学学生生有有专专车车上上下下学学

《森林守护神—虎》雕塑揭幕。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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