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鲁泰泰大大道道88个个路路口口信信号号灯灯改改造造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交交警警为为张张店店区区南南定定小小学学

校校车车安安全全““把把脉脉””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徐宁 梁兆福)

网购火车票又多了一种支付
方式。近日，铁路部门对客票系
统进行优化调整，23日起旅客
通过互联网(12306网站、手机客
户端)购买火车票将可使用微
信支付。

据淄博火车站工作人员
介绍，23日，12306网站及手机
客户端将首先开通使用微信
支付功能，车站人工售票窗
口、自动售票机后期也将陆
续开通。旅客使用微信支付
购买的火车票，除线上外，也
可以在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

改签业务。
购买火车票采用微信支付

方式，是铁路继目前已有的现
金支付、银行卡支付和支付宝
支付后推出的新举措，进一步
丰富了旅客购票支付方式，满
足旅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提升了铁路运输服务品质。

今今起起网网购购火火车车票票可可微微信信支支付付
人工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也将陆续开通微信支付功能

一一别别3300年年，，今今朝朝再再相相聚聚
淄博五中校友欢聚母校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樊舒瑜 通讯员 魏玮) 近
日，淄博五中初中47级、高中
38级的校友们阔别母校20年
后；初中37级、高中28级的校
友们阔别母校30年后，又重返
校园与恩师、同学们欢聚一
堂，再叙师生深情厚谊，共祝

母校蓬勃发展。
自1942年建校至今，淄博

五中从当初的几间平房，到今
天四万多平方米的耀南楼、实
验图书楼拔地而起，走过了艰
苦卓绝的办学历程，创造了辉
煌灿烂的办学业绩，一大批校
友在各行各业成就卓著。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王紫颖) 近日，
淄博高新区交警大队对鲁泰
大道(金晶大道至世纪路路段)
8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进行升
级改造，预计12月底之前完成。

据淄博高新区交警大队
民警介绍，涉及改造工程的路
口有：鲁泰大道金晶大道路
口、鲁泰大道南营路路口、鲁
泰大道柳泉路路口、鲁泰大道
泰美路路口、鲁泰大道西四路
路口、鲁泰大道西五路路口、
鲁泰大道西六路路口、鲁泰大

道世纪路路口。
高新区交警提醒市民，改

造期间，未开始施工的路口信
号灯可以正常使用，正在施工
的路口增设了临时灯控设备，
请过往机动车驾驶员减速慢
行，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听从
现场交警指挥，遵章守法有序
出行。

待改造工程完成后，新的
交通信号灯将整体调整配时，
可提高路面车辆和行人通行
的安全系数和机动车通行效
率。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强化
校车交通安全管理，切实保障
校车安全出行，近日，张店南定
交警中队深入张店区南定小学
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工作并对学
生开展了交通安全培训。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校车
交通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师生

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幸福。经过
交警中队对校车的安全性能、
车辆证件、行车路线、登记台账
等方面的检查，以及对校车交
通安全注意事项、安全乘车文
明出行等深入浅出的讲解，让
全体师生对校车交通安全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许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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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崔金环 罗梅)
近日，桓台县普通国省道公路中
隔带开口封堵工作会议在县会
务中心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桓台县境内四条国省道90余处
中隔带开口将被封堵。

据桓台县公路局局长王孔
友介绍，道路中隔带开口封堵能
有效减少行人因穿越公路而酿
成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障群众安
全出行，将被封堵的90余处开口
涉及马桥、新城、唐山、索镇、果
里等5个沿线乡镇，封堵工作预
计11月底开始，12月中旬结束。

桓台90余处公路

中隔带开口将封堵

电脑端操作步骤：1 .打开12306官方网站，在左侧菜单点击“售票”并登录12306账号；2 .进入购票页
面并点击“车票预订”进行购票；3 .选好行程、列车后，点击“预订”进入订单窗口；4 .填好乘客信息，选
择“提交订单”后点击“网上支付”进入支付界面；4 .选择微信支付后扫码即可完成付款。

手机端操作步骤：1 .在手机12306官方APP选择车票预订，选好行程并点击查询；2 .选择合适的列
车并进入到订单页面；3 .核实好信息后点击“提交订单”；4 .选择“立即支付”进入支付页面；5 .选择“微
信支付”提交支付后即可完成购票。

网购火车票微信支付操作步骤

近日，张店九中举办小组
合作学习技术培训。主要从合
作学习的作用、实施、形式、策
略、组织要求、基本流程及成员
角色分配等方面，借助视频演示
和课例展示，给老师们提供了有
效可操作性经验。 (商明珠)

张店九中：

举办合作学习技术培训

戏曲进校园传承国粹 为
弘扬戏曲文化精髓，培养学生
戏曲素养，营造校园戏曲文化
氛围。日前，沂源三中开展戏曲
进校园活动。（江秀德）

开展上下楼梯安全教育
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综
合楼近期投入使用，为确保幼儿
安全，近日，该园开展上下楼梯
安全教育。(贾玉珍 任余玉)

近日，敬仲镇中学举办了一
场精彩的家庭教育专场报告会。
深刻剖析了目前家庭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系统阐述了现代家庭
教育理念；并针对典型案例，帮
助家长正确分析家庭教育中出
现的困扰。 （翟学磊）

临淄区敬仲镇中学：

举办家庭教育报告会

为加强全园教职工的安全
防范意识，近日，田镇中心幼儿
园举行“学规、懂规、践规”活动
启动仪式。旨在使全体教职工
明确各自责任，提升安全管理
水平，真正成为“懂安全、会安
全、讲安全”的安全人。(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三规”安全活动

为让更多孩子养成“爱读
书、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
惯，近日，房镇中心小学开展

“共读一本好书”活动，每个班精
选了一本必读书目。通过阅读摘
抄、朗读分享、交流感想等活动
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开展共读一本好书活动

近日，马桥实验小学召开家
长会。此次家长会分三个议程：
一是家长评教；二是学校领导从
安全、学习、行为习惯等方面对家
长提出新的要求；三是各班主任
及任课老师针对孩子的成长和
家长进行沟通。(胡志强 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家校携手共商教育学生

近日，马尚一中各级部开展
了推行示范课活动。旨在更好地
发挥优秀教师的引领、示范、辐
射作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讲
课老师在课堂上既重视学生能
力培养，又启发学生思维，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推行示范课活动

为培养学生在遇到突发事
件时的安全防护和逃生技能，
日前，凤凰镇召口小学举办了
防震逃生安全演练。预先各班老
师为学生讲解防震的自救法、安
全逃离路线、安全集合地点及需
注意的有关问题等。（边昌奎）

临淄区召口小学：

安全演练常态化

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组
织了以“规范书写，传承文化”
为主题的汉字书写大赛活动。旨
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激
发学生写字练字的兴趣，培养学
生良好的写字习惯，提高学生的
整体书写水平。 （王娟娟）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汉字书写大赛

淄川区双沟中心小学：

举办创新课堂研讨会

为提高教师的教研能力，日
前，双沟中心小学举办了“创新
课堂研讨会”活动，并邀请特聘
专家张良鹏教授到校指导。就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恰当训练学
生思维”，及给予学生正确的学
习方法指导展开研讨。(孔繁东)

近日，皇城一中邀请专家
到校，为学生做防火安全专题
讲座。讲座通过多媒体课件，结
合国内外案例，图文、视频资
料，为大家详细讲解了静电的
危险、浓烟的危害、防火灭火设
备的使用。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防火专题讲座

让快乐阅读成为习惯 本
学期，沂源县历山街道新城路小
学推出大量阅读活动。除划定在
学校阅览室的时间外，还要求学
生午间、晚间快乐阅读。（周从容）

举办感恩教育 感恩节期
间，沂源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
举办了“感恩节”系列教育活动。
教育学生学会感恩父母、感恩老
师、感恩生活。 (唐菁怿)

近日，康平小学举行了“新
基础教育理念”课堂教学展示
评比活动。上课的老师们都精
读了《新基础教育研究手册》，
在解读教材、分析学生、知识建
构上下足了功夫。在课堂上做
到了“重心下移”，强化了对学
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郭林泰）

临淄区康平小学：

举行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严防冬季传染病 为加
强幼儿的安全卫生工作，近
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采取多项措施严防冬季传染
病的侵袭。 (张慎明)

幼儿园开放活动获赞誉
在日前举行的市优质园开放活
动中，桓台县起凤镇中心幼儿
园环境创设和特色活动受到各
区县校领导高度评价。（巩新华）

创立图书角 近日，桓台县
实验中学初一级部各班均建立
起了图书角。旨在让浓郁的书香
洋溢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激发学
生的读书热情。 （卢静）

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
消防安全演练活动。旨在进一
步加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处理
突发事件的能力。(夏巧凤)

家长环保知识竞赛 为进
一步提高家长的环保意识，树
立环保观念，近日，沂源振兴路
幼儿园儿举行了“绿色家园”家
长环保知识竞赛。（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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