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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兴兴奋奋了了！！第第一一次次登登上上火火车车头头
本本报报5500余余名名小小记记者者参参观观威威海海铁铁路路局局机机辆辆段段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陈乃彰) 大家都坐过火车，
可谁知道火车头里是什么样子
的呢？9月17日上午，本报50余名
小记者走进威海铁路局机辆段，
参观了内燃机车火车头，不仅了解
了我国火车的发展历史，还在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走进火车头内部，一
起探寻关于内燃机火车的奥秘。

当天上午，活动一开始，小记
者们就早早的来到威海铁路局机
辆段集合，先是听工作人员讲解了
一堂安全课程。

据了解，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
故的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中小学
生占死亡人数的三成左右，步行交
通事故危险人群为5至9岁儿童，15
岁至18岁男生发生车祸数字是女
生的3倍，其中80%是因缺少交通
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所致。

此外，工作人员还提醒小记
者们不要在铁路上玩耍，横穿铁
路，往铁路上摆放石子等，不要
破坏铁路设施。从今年8月份开
始，往铁路上摆放石子等将会被
判刑，儿童摆放父母担责。

在这堂课上，工作人员声情并
茂的进行讲解，同时结合幻灯片的
效果，让小记者们将交通安全牢牢
的记在了心间。

随后，小记者们期待已久的
时刻来到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小记者们排队进行参观火车
头。此次参观的火车头是柴油机
车的火车头，火车头里面有黑匣
子显示屏、速度表、风笛撒沙按钮
和无线通信电话，还有灯光、电器
等开关和各种信号灯。这些都在
驾驶室。而驾驶室后面是一个巨
大的柴油发动机，它是火车引擎。
一旦火车开动，引擎就要工作，

发出的电经整流后分到各个牵
引电机再驱动车轮转动。

“开火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除了技术要求高，安全压力大，工
作还要忍受很大噪音。我长大了
以后就要发明一种没有电磁辐射
和噪音的火车头，那就是链条带
动性火车头。这样的话，全世界的
铁路就都得换成自行车上面的齿
条了。”一位小记者说。

格小链接：

威海机辆段始建于一九九一
年六月五日，承担着桃威铁路管内
138公里的客、货列车的牵引；国铁
桃村站的调车作业；机车、车辆的
检修、整备、救援及货物列车的交
接；全线生产、生活用水设施的检
修和管理等生产任务。下设办公、
安技、材料三个职能科室，运用、车
辆、检修、监控、燃整、给水六个生
产车间，是一个集机务、车辆、给水
三位一体，具有独特作业性质的综
合运输生产部门。目前配属东风4D
型内燃机车一台、东风4B型内燃机
车7台；经济南铁路局检查评估，初

步具备内燃机车小辅修检修能力。
现有自备客车底132辆，委托配属
国铁车辆段。机辆段现有人员122
人，工作中采取一职多能，联劳协
作模式。

机辆段目前主要检修设备有
自制旋轮机、自制不落轮削旋设备、
QD型10吨起重机、落轮机、充电机
各一台，各类机床7台、各类电器制
动实验设备8台；软水处理设备一
套；威海本段设段管线八股，道岔九
组，机车检查作业坑四个，单、双层
擦车台各一部，5763型转车盘一座。
救援专用车二辆，液压起复设备一
套。桃东折返点段管线四股，道岔三
组，机车检查作业坑一个。HBDS—2
型车辆红外热轴探测设备一套。

截止至8月31日，机辆段实现
无一般D类以上事故5012天；无重
大行车事故8195天，铁路局实现了
安全生产8000天。近年来机辆段杜
绝了职工责任轻伤以上事故；杜绝
了责任设备、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及
一般以上火灾、爆炸事故。机辆段
已连续实现了十三个安全年，连续
数年实现了机车运用零机破。

学校发倡议 家长变花样做早餐

本报威海9月27日讯(记
着 陈乃彰 通讯员 于青)

日前，威海大光华小学部
向家长发出“爱孩子，从美味
早餐开始”的倡议，一时间，校
园里掀起了学做美味早餐热。

“早餐倡议”之下，家长们
拿出了行动。一开始，很多也会
觉得早起做早餐比较辛苦，但
是时间久了，就渐渐形成了习
惯。据了解，威海大光华国际学

校的不少家长不仅每天起得
早，还变着花样为孩子做好吃
的，年轻的家长们更是为给孩
子们做上美味早餐，学习着一
道道菜谱，研究着怎样才能将
早餐做得更受孩子喜欢。早餐
做好后,家长们拍好照片发到
班级群里。“这位老爸的手艺
可真棒哦！”“你真是我们的榜
样啊！”一时间，家长群里掀
起一股“晒”早餐热潮。

知成长足迹 美青蓝携手
本报威海9月27日讯(通

讯员 杨飞阳) 21日，经区
实验小学举行了“知成长足
迹 美青蓝携手”师徒结对
活动签字仪式。学校为每一
位新教师指定了优秀、骨干
教师作为他们的导师。

仪式上，教导副主任栾玲
玲做了致辞并宣读了师徒
结对协议书及相关要求。共
有13对教师结成了帮扶对
子，他们在庄严的气氛中签
订了帮教结对协议，明确了
双方的义务和职责。

传承
12日，锦华小学学生走进社区学习传统手工艺品的历史

和创作方法。来自峰西社区的手工艺品达人深入浅出地向学
生介绍了核雕艺术品、珐琅画的发展历史和制作方法。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新秋葵园传佳音

——— 高区实验小学举行新学期教师表彰大会

近日，高区实验小学“新秋葵
园传佳音”教师表彰大会在录播
教室拉开帷幕。

本次表彰活动，分设“务实
敬业”、“高质量教学”、“立体优
秀”、“高效管理”“正能量榜样”
五个奖项，共表彰了2016-2017
年度第二学期优秀教师代表二
十人。此次被表彰教师由各年级
校根据日常工作推荐产生，评选
出的优秀代表，有刚毕业两三年
勤奋向上的青年教师；也有无私
耕耘二十多年，依旧魅力不减的
老教师……伴随主持人朴素、简
单、深情地讲述，二十位优秀教
师平凡而感人的事迹震憾了全
体与会老师的心，他们用一言一

行诠释着“眼中有工作心中有
责”，的教师工作观，用向阳之心
为全体教师树立了葵园正能量
的榜样。短短40分钟，掌声一次
次响起，眼眶一次次湿润，一个
个动人的葵园故事为新学期打
下了正能量的底色。

最后袁校长以此次活为开
端，强调了学校的特色工作重
点及教师成长目标，号召大家
以“修身立品”为育人目标，走
大道育人之路；强调老师们要
以师德奠基，以管理立身，以特
色立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以正能量、高品位润泽学生的
生命成长。

孙昭君 王桂芝

55000000元元落落在在车车筐筐，，好好邻邻居居保保管管一一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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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9月27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丁超刚)
市民蔡女士的儿子使用共

享单车，不慎将装有5000元现
金的小包遗落车筐。时隔一
日，蔡女士张贴寻物启事，捡
包人主动联系将财物归还。巧
的是，捡包人和蔡女士同住一
小区。

9月23日10时许，金海滩

边防派出所接到市民蔡女士
来所报警称，她儿子当天骑
共享单车，到高区依海嘉园
小区后忘记拿走车筐内的手
提包，包内有5000元现金，是
儿子刚从银行提取准备家里
应急用。

民警调取依海嘉园小区
附近监控。监控显示，蔡女士
的儿子停好车不久，一中年

男子路过发现了共享单车车
筐里的小包，他打开包看了
看便直接拎走了，之后进入
蔡女士所住的某小区。由于
蔡女士所住小区部分监控损
坏，民警无法直接判定捡包
男进了哪个单元楼。民警又
分析小区周边监控录像，基
本确定包男子与蔡女士住在
同一小区。大致锁定方位，只

待民警逐楼排查。
与此同时，蔡女士在小区

每栋单元楼的楼宇门上都张
贴了寻物启事。令人欣慰的
是，25日上午，中年男子主动
联系蔡女士，5000元分文不
少。

原来，捡包男子是蔡女士
小区的住户，他看了寻物启事
后立即联系了她。

27日，神道口小学全体学生

接受免费体检，生长发育、视力问

题全部反馈家长。 孙玉梅

26日,高区少先队鼓号操大赛

在后峰西小学举行，十所中小学

参加，后峰西小学获得小学组一

等奖。 于庚灼

20日，大岚寺小学篮球队参

加高区篮球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于海宁

26日，大岚寺小学在区鼓号

操比赛中获得小学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 于海宁

近日，钦村小学教师团队赛

课拉开帷幕，活动分成数学、语文

学科，每个学科以级部为单位进

行比赛。 李奕

速读

环翠国税入驻政务中心

本报9月27日讯(通讯员 崔
嘉伟) 25日，环翠国税局正式入
驻环翠区政务服务中心，这意味
着环翠区群众在一个窗口，即可
实现国地税全业务“一窗统办”，
避免“多头跑、重复跑”问题。驻
政务中心后，环翠国税局可以充
分利用政务中心的资源优势，做
到资源共享，为纳税人提供更大
的便利，纳税人基本可以在政务
中心享受“一站式”服务，在同一
地点即可办理涉及多个单位职
能的事项，降低了办税成本，提
高了办税效率。

威海供电积极服务“煤改电”工程

本报威海9月27日讯
(通讯员 陈豪) 日前,威
海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到北
郊镇、界石镇、羊亭镇三处
威海热电集团供暖“煤改
电”工程现场进行供电方
案勘察及初步制定。

下一步，威海供电公
司营销部将持续跟进3处

“煤改电”工程进度，加快
配套项目立项、实施进
度，确保供暖季到来前完
成送电，保障居民冬季可
靠供暖。

威海供电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本报威海 9月 2 7日
讯 (通讯员 赛赛 ) 为
保证充电设施新国标改
造的顺利进行，1 9日上
午，威海供电公司营销
部组织充电桩设备厂家
工作人员进行进场前安
规考试。

此次“安规”考试旨
在提高现场作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进
一步加强现场的安全文
明施工管理，贯彻执行国
家电网公司充电站标准、
规程及规范要求。通过此
次考试，现场作业人员对
安规的学习和理解得以
加强，作业现场人员的安
全生产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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