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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一前夕，随着一
声嘹亮的鸣笛，如月湖森林小火
车缓缓驶出站台，穿过茂密的森
林和美丽的花海，成为景区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乘坐小火车在
森林里穿梭，和大自然亲密接
触，受到了游客的喜爱。

近年来，为推进景区提档升
级，原山如月湖湿地公园积极打
造森林小火车这张生态旅游名
片，先后赴多地进行考察，新订
制质量好、性能高、造型仿古的
小火车。“我们向小火车专业生
产制作厂家定制了这列小火车，
我们将按照国家5A级景区建设
标准，完善配套设施，让森林小
火车名片走出淄博、走向全国。”
景区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森林小火车长约60
米，能够同时载客约200人，游览
线路约1 . 5公里。小火车沿线扩
建了25000平米水面，建有九曲
桥、喷泉等，配套火车站台、生态
停车场、花海景观等项目，着力
将如月湖森林小火车打造成淄
博乃至山东地区独具历史底蕴、
品质独特的“生态+旅游”项目。

自原山创建淄博首家5A
级旅游景区正式启动后，在新
常态下不断加快5A级旅游景
区创建步伐，迅速完成了由经
营景点到经营品牌的成功跨
越。除自然景观外还有世界文
化遗产齐长城遗址，国宝大熊
猫双儿、珍大第一次落户淄博。
启动了“淄博生态文化游”活

动，同时深化淄博生态文化游
旅游景区品牌建设，有效地将
齐文化、红色文化、陶瓷、琉璃
等淄博独有的旅游文化元素有
机的串联起来，推进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此次森林小火
车正式通车，将成为淄博生态
文化游的又一亮点。

(曹钢 戴兵)

原原山山各各景景区区完完成成全全面面提提升升
如月湖森林小火车“整装出发”迎宾客

一袭红色连衣裙，热情的
颜色像极了妈妈开朗大方的性
格。这是妈妈25岁那年爬长城
时的留影。

1992年，经人介绍，25岁的
妈妈和爸爸结婚了。听妈妈说，
那时候还没有“度蜜月”这个说
法。刚结完婚的他们趁着有时

间，就去北京游玩。妈妈第一次
登上长城，妈妈告诉我，当时她
特别开心，特意在长城上拍照
留念。

我常常拿出这张照片向朋
友炫耀。朋友都说：“这哪是你
的妈妈呀，分明是大明星嘛。”
我总是心里偷偷乐着，感觉特
别骄傲。年轻时，妈妈是我们这
儿十里八乡有名的美女。妈妈
年轻时还没有什么高端护肤
品，仅有的是现在都没有听过

的“雪花膏”。但在我眼中，妈妈
犹如一支出水芙蓉，仅仅清水
洗濯就有吹弹可破的皮肤，比
现在浓妆艳抹的女子不知美了
多少倍。

妈妈为我操劳了一辈子，
现在“出水芙蓉”也有了岁月的
痕迹。我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份
工资给妈妈买了一套护肤品。
但妈妈却说，“孩子，你长大了，
妈妈很开心。但每一道皱纹都
有它的意义，都饱含妈妈对你

的爱。所以，妈妈不介意这些皱
纹的存在，不用再给我买护肤
品了，谢谢你的礼物。你刚参加
工作，以后留着钱自己花就
行。”直到现在，妈妈仍然是用
清水洗脸，不用任何化妆品和
护肤品。虽然有了皱纹，但妈
妈在我心里还是一样美丽，仍
然是我心中的“女神”。无论岁
月如何流逝，我对妈妈的爱将
永远不变。 (王博韬)

本报记者 罗静 整理

本报5月8日讯(记者 马玉
姝 李洋 通讯员 王胜利
邢善伟) 因柳泉路改造工程
施工，部分路口将封闭，提醒市
民注意绕行。8日，记者从高新
区相关部门获悉，柳泉路与万
杰路路口东侧至高新区财税大
楼北门于8日20时起封闭施工，
计划本月20日恢复通行。

记者从淄博市公共汽车公
司了解到，51路西线需临时绕
行鲁泰大道，因此石桥办事处
和世纪英才两站无法停靠。乘
客可选择金晶大道南营站或鲁
泰大道南营站就近乘车。

柳泉路与商场路路口也将
封闭施工，自5月9日起，138路环
城购物专线临时调整走向为原
线路—新村路—西二路—美食

街—恢复原线路，不再经过：西
四路上鲁中家具城(西门)，商场
路上：鲁中家具城、小商品街、
华夏商厦(美都汇)、开元文化大
世界。222路临时变更为公交东
站—原线—商场路—西二路—
新村路—西四路—商场路—原
线—于小村。华夏商厦·银座王
府井、小商品街、鲁中家俱城三
站不再经过。

此外，因潘南路和东二路
路口封闭施工，8路将绕道行
驶，运行临时变更为公交东
站—原线—东二路—华光路—
东四路—联通路—宝山路—原
线—保税物流。沿途站点依次
停靠，原站点张钢、金乔生活
区、柳泉艺术学校、乔庄、雪银
生活区五站不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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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韬母亲徐文利。摄于1992年。

柳柳泉泉路路两两路路口口封封闭闭施施工工
51路西线、138路、222路公交线临时调整

近日，历山街道教体办扎
实开展了“法律进校园”宣传月
活动。各学校充分利用班队会、
法制讲座，班级黑板报，校园法
制宣传专刊等，广泛宣传教育
法律、法规有关知识，营造了浓
厚的法制教育氛围。 (刘华)

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

开展法律进校园教育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田镇中
心幼儿园开展了感恩教育活动。
中班组通过给妈妈梳头、亲吻妈
妈等表达对妈妈的养育之恩。大
班组通过古诗朗诵《游子吟》、手
语《跪羊图》等表达对妈妈感恩
之情。 (孙国平 李雪峰)

高青县田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感恩教育活动

为提高青年教师的综合素
养，促进青年教师更好的成长，在
五四青年节期间，齐都镇中心小
学举行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主题的活动。参观临淄青少
年科技馆，到北海银行纪念馆追
忆先烈事迹。 (路丽娜 董贞)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提高青年教师综合素养

为规范学生文明礼仪，近
日，齐都镇桓公小学开展“文明
礼仪”歌谣传唱活动。学校编印

《学校文明礼仪歌谣》，供各班开
展礼仪教育活动使用，要求学生
熟读歌谣。并制定学生在校文明
礼仪规范要求。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文明礼仪歌谣传唱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
养学生爱好特长，青城中心小
学“三结合”狠抓落实，创新开
好第二课堂活动。团队合作和
创新开展相结合；自主选择和
科学指导相结合；活动趣味性
和实效性相结合。 (王永生)

高青县青城中心小学：

创新开好第二课堂

近日，为推进德育体系建设，
敬仲中学认真制定方案开展幸
福班集体创建活动。本着公正全
面评价、侧重班级管理实效、注重
学生主体感受三项原则，该校依
据班级每月考评成绩和德育处
对学生调研评价进行评选。(王涛)

临淄区敬仲中学：

评选表彰幸福班集体

近日，张店九中组织教师观
看中央电视台网络直播节目《纪
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聆
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的
重要讲话。提高教师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商明珠)

张店九中：

组织教师观看“纪念马克思大会”

日前，高青三中采取三项举
措为学生交通安全保驾护航。一
是开展学生交通安全教育；二是
完善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对接送
学生监管的各个环节实行全方位
的监督管理；三是督促家长关注
学生出行安全。 (樊武田)

高青三中：

为学生交通安全护航

近日，傅家实验小学举行了
推进全科阅读的全体教师集体
教研会议。该校今后将开展丰富
多彩的读书活动，旨在，打破学科
壁垒，引导学生多角度阅读，实现
学科有机融合，形成“全科阅读”
的氛围。 (左晓彤 王超)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推进全科阅读教研

为切实提升班主任的专业
素养和管理水平。近日，朱台镇
高阳小学举行青年班主任培训。
主要从认识班主任的工作、班主
任要培养学生成为怎样的人、班
级建设和班主任应处理好的几
个人际关系进行培训。 (朱会娟)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行青年班主任培训

知识产权日教育 日前，沂
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校举行
了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教育活
动，旨在让师生了解知识产权，鼓
励创新和创造。 (周新丰 孙欣)

快乐课间活动 为提高幼
儿身体素质，培养幼儿意志力
和节奏感等。近日，沂源县南麻
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大课间

“趣味跳绳”活动。 (亓永玲)

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为确
保师生健康发展，近日，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关注
小环境 共享大健康”的爱国
卫生系列活动。 (穆乃刚)

启动“护苗安全节” 为
保障全校师生生命安全，沂源
县实验中学将今年5月定为

“首届护苗安全节”，活动已于
5月7日正式启动。 (张善武)

进行廉政教育 近日，桓台县
起凤镇中心学校组织全镇80名党
员教师赴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
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王渔洋纪
念馆进行廉政教育。 (巩新华)

教学大练兵 为提高教师
课堂教学水平，近期，沂源二中
分批次开展岗位练兵、课堂教
学比赛活动，形成了“比学赶帮
超”的浓厚氛围。 (张吉爱)

家长开放周活动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举行家长
开放周活动。家长深入课堂听课，
与任课教师座谈，和学生同吃一
餐。促进家校联系。 (王均升)

母亲节教育活动 在母
亲节来临之际，沂源县燕崖镇
中心幼儿园开展了“悠悠慈母
情 浓浓爱母心”为主题的系
列感恩教育活动。 （张霞）

近日，康平小学举行校园
读书节开幕式。开幕式上，学生
代表在国旗下宣读了本届校园
读书节倡议书，向全体师生提
出倡议：要崇尚读书；要品读经
典。读好书，好读书；要博览群
书；要读以致用。 (郭林泰)

临淄区康平小学：

启动校园读书节

为进一步宣传校园安全知
识，加强班级文化建设，营造和
谐向上的氛围,近日，荆山路小学
开展了以“安全伴我行”为主题
的黑板报评比活动。各个班级根
据自己班级特点，制作的黑板报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 (孙静)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开展黑板报评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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