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16日讯(记
者 谢晓丽 实习生 王
延琳) 随着副热带高压系
统的不断西伸北抬，聊城市
开始被副热带高压系统全
面覆盖，7月16日，聊城继续
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
计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将进
一步高速发展，天气形势也
将由前期的雷雨天气变为
高温闷热少雨。

7月16日下午，聊城花
园路建设路口，几位市政
养护的工作人员们在修补
路面，当天聊城气温较高，
最高温达到3 6℃。几位工
人们顶着烈日工作，满头
大汗，时不时要用毛巾擦
拭！

记者从聊城市气象台
了解到，上周聊城市出现两
次降水天气过程，7月13日

00时至14日17时全市出现
暴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
55 . 8mm，最大降水点出现
在 聊 城 市 临 清 戴 湾
158 . 4mm，市气象台发布雷
电黄色与暴雨蓝色预警信
号。

与上周的雷雨天气不
同的是，预计本周全市以多
云转晴天气为主，温度较
高，18～22日最高温度均在

36℃左右。聊城市气象台
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市民需注意防暑。

具体预报如下：17日：
晴间多云，南风2～3级，27
(临清冠县高唐茌平26)～
34℃，降水概率30%；；18日：
晴，南风2～3级，27～36℃。
19日：晴，南风2～3级，27～
36℃；20～22日：晴，南风2
～3级。

本本周周全全市市持持续续高高温温桑桑拿拿天天气气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发布，市民需注意防暑

7月16日下午，聊城花园路建设
路口，几位市政养护的工作人员们
在修补路面，当天聊城气温较高，几
位工人们顶着烈日工作，满头大汗，
时不时要用毛巾擦拭！

另外，马路上热气袭人，为了防
晒，很多环卫工人穿着长袖长裤，还
戴着帽子。今年61岁的环卫工人杜
贵姐从事城市环卫工作已经四年
了。“这几天聊城大雨，气温不见下
降，但部分地面仍然潮湿，落叶和垃
圾非常难清理。”她说，每天早上7点
之前赶到工作岗位，随身带着一个
很大的水杯，天太热，没别的办法，
就多带点水防暑。 本报记者
邹俊美 见习记者 周梦爽

为了市容整洁
他们顶着烈日工作

本报聊城 7月 1 6日讯
(见习记者 王成 实习生

杜迎雪 ) 天气持续高
温，游泳避暑成为不少人
的选择。近日，记者却在湖
南路大桥西北二干渠发现
有人不顾岸边的警示标识
下水野泳。

1 5日下午，记者在野
泳频现的河段看到，从湖
南路大桥附近向北到陈口
路约1 . 7公里长的二干渠

河段上，分布着数个野泳
者的“集散点”，野泳者多
选择在坡度较缓且有阶梯
的河岸下水。游泳时大部
分人未配备救生圈等救生
设备，甚至有家长带孩子
游泳，让人不禁捏了把冷
汗，记者沿二干渠该河段
查看一圈后粗略计算下水
野泳的人数在10人以上。

在二干渠该河段的河
岸上每隔2 0 0多米便可看

到白底红字的“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捕鱼”的字样，在
河 边 亦 有 禁 止 游 泳 的 标
识，而野泳者对此视而不
见。在岸边公园乘凉的部
分市民告诉记者，二干渠
沿岸道路环境修缮后来这
里游玩的人不断增加，又
因二干渠的水质较好，所
以在夏天吸引了不少人来
此游泳。

记者了解到，来游泳的

大多是中老年人，游泳的时
间多集中在早上和下午，有
少数人还喜欢在下午7点后
来“夜游”。有周边居民表
示，因为二干渠是人工河，
没有浅水区，从临岸水边可
直接滑到河底，游泳较为危
险。“这里水不浅。”一位刚
游泳完上岸的中年人对记
者说，记者再询问在此野泳
是否安全时，这位中年人却
避而不答。

对警示标识视而不见，还有家长带孩子下河

太太危危险险！！二二干干渠渠现现““野野泳泳””人人群群

本报聊城 7月 1 6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宋成敏 韩艳华 李宇鹏)

7月10日至12日，市技师
学院2018年暑期项目化教
学培训会议召开。特邀全
国著名职教专家戴士弘教
授前来，对学院项目化课
程 改 革 工 作 进 行 指 导 培
训。戴教授作了题为《应用
型 院 校 如 何 上 好 一 次
课——— 现代项目教学法单
元教学实战》的培训讲座，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各级课题(项目)成员、教学
系部中层以上干部、全体
专兼职教师等共计4 0 0余
人参加了聆听。学院党委

委员、副院长王化中主持
培训会。

戴教授围绕“现代项
目教学法单元教学实战”
这一主题，阐释了单元课改
及单元教学设计内容，分析
了单元教学合格的三项原
则，并引用省级示范性高职
院校成功的课改案例，针对
单元教学设计、课程改造
等，生动深入地进行了剖
析，点面结合，分析深刻，具
有极强的针对性，使大家受
益匪浅。会后，戴教授来到
学院培训楼会议室，对该院
的项目化课程改革院级评
委的整体设计及单元设计
进行了现场点评指导，各系

部负责人、教学科长、系部
评委候选人等百余人参加
了旁听学习。

王化中在会上强调，
2018年为学院的教育教学
质量年。学院坚持以项目

化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建
立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
来驱动，改革课程内容、教
学方法、评价体系，优化课
程，全面深入探索能力本
位的项目化教学模式。

聊聊城城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22001188年年暑暑期期项项目目化化教教学学培培训训会会议议召召开开

本报聊城7月16日讯(记
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陈
卓 钱苗苗) 为进一步提
高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提
升水城群众自防自救能力，
不断推进火灾防控工作的
开展，聊城市消防支队充分
利用广播电台资讯快捷、收
听方便、受众广泛等优势，
在FM96 . 8频道开通《消防

之声》专栏，开辟消防宣传
新阵地。

《消防之声》的播出时
间为每日上下班高峰8：00-
8：30、18：00-18：30播报消
防新闻、传播消防知识、解
答消防热点问题。《消防之
声》用通俗化的语言督促行
业部门、社会单位严格按照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

法》及《山东省消防安全责
任制实施办法》落实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健全各项消防
工作规章制度，认真组织开
展本单位自查自改工作，加
强内部消防安全管理，落实
火灾防范措施，从源头杜绝
火灾事故的发生。

同时，《消防之声》也希
望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觉

学习消防法律、法规，自觉
接受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掌握必要的防火、灭火、逃
生知识和火灾隐患辨识方
法，履行参与消防监督的
权力和义务，积极举报投
诉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违
规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
消防安全环境，保障社会
消防安全。

聊聊城城《消消防防之之声声》用用声声音音传传递递正正能能量量

为弘扬民族传统，传承国学
经典文化，濡养具有深厚文化内
涵的一代新人，7月7日，聊城大
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愿者
于聊城市金贝幼儿园开展了“传
诵经典，弘扬国学”的活动。

活动过程中，志愿者首先给
每位小朋友一人发了一本《三字经》读本，小朋友们都兴奋
不已，对《三字经》更是爱不释手。随后，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小朋友们齐声朗读三字经，朗朗的读书声充满了整个教室。
此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培养了小朋友对国学经典的兴
趣，而且对他们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有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 (王志伟)

传传诵诵经经典典，，弘弘扬扬国国学学

挂失声明
李士飞，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失，编

号：O372158058。性别：男，出生日期：2015年

3月18日，接生机构：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

保 健 院 。父 亲 李 洋 身 份 证 ：

371502198706264819；母亲魏红云身份证：

372522198112114641，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李建国驾驶证不慎遗失，驾驶证号

3715021198501167812，特此声明。

为了更好的让学生了解专
业内涵、体悟岗位艰辛、提高专
业技能，7月10日，聊城大学旅游
管理专业学生一行10人来到聊
城市阿尔卡迪亚国际温泉酒店
参观见习。首先，在酒店人力资
源部经理许先生的带领下，同学
们参观了酒店内部硬件设施。随后，许经理为同学们讲解了
餐桌礼仪、会议礼仪，并为同学们系统讲解了该酒店的企业
文化。许经理指出，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保持企业活力的根
本。本次见习活动有助于提高同学们的专业技能，能够更好
的帮助同学们了解企业内涵，对以后工作就业有指导作用。

(王志伟)

开开展展岗岗位位见见习习 挂失声明
杨 曦 冉 ( 父 亲 ：杨 建 功 ，身 份 证 号

372501197007204016，母亲：梁红英，身份证

号372501196805304025)出生于聊城市东昌

府区妇幼保健院，现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编号A370615104，声明作废。

B02 城事 2018年7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王尚磊 组版：郑文

7月11日，聊城大学药学院社会
实践团队和聊城大学校医院在畅博
怡情湾小区联合举办“医药传乡村，
义诊暖人心”的义诊活动。活动伊始，
志愿者为当地居民发放小扇子、健康
手册同时志愿者为居民讲解普及防
暑妙招。然后，居民自主选择包括血
压，妇科，中医，外科等义诊内容。12
日上午，双方在聊城大学校医院开展

“健康体检”活动。此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不仅提高了人们的防暑知识，防病
意识，为大家普及了夏季防病防菌小
知识，对于他们提升自身的健康意识
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活动中，每位医
生都能极其认真、耐心地回答居民和
患者所提出的问题，展现了医护人员
崇高的奉献精神，活动的开展得到了
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李军)

义义诊诊暖暖人人心心

聊城市技师学院2018年暑期项目化教学培训会议召开。

话说高手在民间，近日，聊城大
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于聊城市人
民公园举办了“执剑为舞，跃动文
化”主题活动。首先，志愿者们仔细
观察和了解剑术的知识和居民们的
动作，并通过向舞剑爱好者学习基
本动作，掌握了基本的剑术要领。此
次活动的举办，让学生们真正看到
了这些民间的“高手们”，让大学生
们走进现代的社区生活，去体验去
感受新生活的美好，同时也有利于
人们领略剑术文化的魅力，感知优
秀传统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助于
在现实生活中用实际行动去弘扬传
播文化，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展。 (李军)

执执剑剑为为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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