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3月4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田莉)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一)，由
聊城市旅游发展集团主办、
聊城东昌湖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承办的2018第四届东昌湖
水上花灯节在东昌湖东南湖
区隆重开幕。花灯节持续到3
月5日(正月十八)结束，每天
18：30-21：30准时亮灯，灯会
期间，30多组大型灯组以及
威风大鼓表演吸引了众多游
客，再次惊艳水城。

据悉，本届花灯节以发
展大旅游、美化东昌湖为主
题，采用光雕艺术，将现代灯
光科技与城市建筑、环境结
合在一起，以光与影的交错
纵横，为市民和游客带去一
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一
帆风顺、奇幻时光长廊等30
多个大型灯组展示，形态各
异、美轮美奂。一盏盏亮起的
灯饰，点亮生命之光，让梦想
照进现实，一场绚烂唯美的
光影盛宴，在江北水城华丽
绽放。

花灯节期间，还举办了
威风大鼓表演。为营造欢欢
喜喜过大年的喜庆节日氛
围，该公司筹建66人的鼓乐
团队，敲击威风大鼓，最大直

径达2米的大鼓，还有一米二
大斤锣等。鼓乐团威风大鼓
表演从2月18日起，每天都有
鼓乐演出。鼓乐团迎新春的
欢乐锣鼓敲起来，敲打出气
势磅礴、振奋人心的节奏。同
时，锵锵锣鼓声引来四面八
方的游客前来观赏。活动期
间，东昌湖花灯节现场还举
办了元宵戏曲晚会、文艺汇
演等系列活动，受到游客和
市民的追捧。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今
年的东昌湖花灯节，聊城东
昌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多措
并举，成立了花灯节领导小

组，制定活动方案，并成立了
花灯节筹建处、电务组、票务
组、卫生保洁组、安全巡查
组、宣传组等，各部门、各小
组各司其职，确保花灯节各
项工作安全有序进行。花灯
节期间，该公司制定了节日
期间工作方案，从大年初一
起，每日晚间，全员上岗，做
好售票、安全巡查、游览服务
等工作。花灯节期间，尽管天
气较冷，但工作人员文明热
情、乐于助人，帮助游客找回
走失的孩子、协助突发疾病
的游客及时送医等事迹赢得
游客广泛好评。

30多个大型灯组，还有威风大鼓表演

第第四四届届东东昌昌湖湖水水上上花花灯灯节节惊惊艳艳水水城城

展出的大型灯组，形态各异、美轮美奂。

本报聊城3月4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陈光艳
邹林) 家里的年货还在吃

着，街上的红灯笼还在挂着，
但是年味却随着时间渐渐散
去。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
随着学生假期结束，外出打
工人员出外打工，元宵探亲
客流返程，聊城汽车西站再
次迎来客流高峰。

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正月十六这一天的旅客流向
以学生流为主，随着各地高
校的陆续开学，车站迎来大
学生返校客流高峰，主要去
往东营、曲阜、淄博、日照、威
海、黄岛、滨州、泰安、济南等
方向。同时探亲流返程、外出
打工流和学生流互相叠加，
也让车站客流比日常明显增
加。

汽车西站严格按照十九
大安检标准，落实各个环节
的工作流程，同时为应对高
峰客流，开启全部售票窗口，
并安排多名专职引导员现场
帮助旅客采用网上购票、自

助购票、微信购票等方式，快
速购票，同时提前备足加班
车辆，随时充实到热点线路，
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面对到来的新一轮客流
高峰，汽车西站特别提醒返
校的同学们，除了在西站人
工售票窗口及自助售票机处
现场购票外，还可通过携程

网、微信公众号购票等多种
购票途径，购买聊城汽车站
任一线路客票，节省宝贵的
出行时间，网络购票后，要提
前换取纸质车票，微信购票
可凭二维码直接检票乘车。
同时告知广大旅客，最好选
择提前预购车票，以免因客
流高峰延误行程。

探亲流返程、外出打工流和学生流互相叠加

正正月月十十六六汽汽车车站站再再迎迎客客流流高高峰峰

聊城汽车西站迎来客流高峰。

本报聊城3月4日讯(记者
谢晓丽) 自3月3日开始，

寒潮开始影响聊城，全市出现
大风、降温、降水等天气过程，
聊城市气象台连续两天发布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4日傍晚
至夜间，全市降水逐渐停止，
但降温仍在持续。预计最低气
温-2℃出现在5日早晨，市民
注意防范。

记者了解到，气旋性降水
和寒潮两个过程同时影响聊
城市，自3月3日夜间开始，聊城
出现大风降温降雨天气，受强
冷空气影响，4日白天全市北
风4至5级阵风7至8级。自3月3
日19时至4日12时全市平均降
水量6 . 2，各县降水量分别为东

昌府区5 . 3临清4 . 3冠县8 . 8阳谷
5 . 6莘县6 . 9高唐6 . 5茌平4东阿
7 . 9(单位：毫米)，今年累积平均
14 . 8毫米，较去年多7 . 2毫米，较
常年多0 . 2毫米。本次降雨市人
影办抢抓时机，进行了多轮次
的人工增雨作业，已发射炮弹
59发火箭弹12枚，效果显著。

随着冷空气主体对全市
的不断影响，4日傍晚，降水逐
渐停止，但大风、降温明显，最
低气温-2℃出现在5日早晨，市
民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如
下：5日：阴转晴，北风4～5级阵
风7级减弱到2～3级，-2～10℃；
6日：晴间多云，北风2～3级，0～
12℃；7日：多云转阴局部有小
雨，北风转南风2～3级，3～8℃。

聊城连续两天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今今早早全全市市最最低低气气温温--22℃℃

寒假期间，聊大国防生
“冬日送暖”社区服务队在湖
南路、柳园路展开了为期一天
的卫生清理工作。到达目的地
后，国防生按照工作要求划分
区域，做好责任区的环境保护
工作，确保责任区无烟头、无
落叶、无空瓶。在休息期间，国
防生还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
并赠送了爱心手套。经过队员

们一天的努力，原本杂乱不堪
的街道焕然一新。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路金涛 王广年 摄影报道

关爱环卫工

寒假期间，聊大国防生前
往聊城康寿老年公寓探望老
人，传递温暖。来到各家各户，
与老人们促膝交谈，热情地询
问老人的生活状况与身体健康
状况。老人们热情地向国防生
讲述革命故事，鼓励国防生成
为国家栋梁，为国家做贡献。国
防生还为老人们清扫院子，晾
晒衣物，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

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徐勇 冯建昊 摄影报道

聊大国防生探望老人

2月2日至8日，聊城大学
国防生先后前往济南、聊城等
地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为
了给留守儿童带去欢乐，国防
生开展了放风筝、拼魔方等娱
乐活动，同时国防生结合自身
优势向留守儿童展示并教授
了军体拳等军事科目。除此之
外，国防生志愿者前往留守儿
童家中，与留守儿童一同绘
画、植树，在活动中与其沟通

交流，帮助他们培养积极乐观
的性格。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冉 周子轩 摄影报道

情系留守儿童

春运期间，聊城大学国
防生前往聊城市火车站开展
助力春运志愿活动。参加志
愿的国防生在到达火车站
后，根据车站管理人员的安
排，帮旅客提行李，指引旅客
到正确的候车区域等候检
票，通过网络购票等快速便
捷的方式帮助旅客购票取票
等。在客流量较少的时段，国
防生还打扫候车大厅卫生，

为春运客流高峰提供一个清
洁而又舒适的环境。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孟庆帅 摄影报道

助力春运

为了让老人更加了解国
家政策、十九大的内涵，近日，
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于
闸口公园举办了“贯彻十九大

共话中国梦”活动。志愿者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人介
绍了十九大提出的“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
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

产业的发展”的内涵。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王义衎 赵博文 摄影报道

惠民政策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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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4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史奎华)

3月2日，共青团茌平县委组织
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启
动仪式在振兴敬老院举行，启
动仪式上共青团茌平县委书
记范玉慧讲话，她号召茌平全
体青年、志愿者行动起来积极
投身到学雷锋活动中去。

当日，茌平县七彩年轮
志愿者协会艺术团在振兴敬
老院为100多位老年人举行
了首场演出，让老人们度过
了一个快乐、幸福的元宵节。
在现场来自茌平县七彩年轮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以高
昂的激情、饱满的热情分别

演唱、表演了京剧、河北梆
子、豫剧、二人转、舞蹈、相声
等文艺节目，歌手王文生以

一曲《父亲》唱出了志愿者对
老人们的祝福与爱戴，受到
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茌茌平平学学雷雷锋锋志志愿愿服服务务月月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志愿者为100多位老人送上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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