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
聊城市慧聪幼儿园举办“唱响红歌”主题活
动。志愿者们走进慧聪幼儿园与小朋友们交
流并教他们唱红歌。活动期间，志愿者与孩子
们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通过唱红
歌，让孩子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
育，增强了爱国意识，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热
爱和美好的祝愿。孩子们都怀揣着对祖国的
感恩之心，歌唱祖国，歌唱幸福生活。活动展
现了孩子们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风貌，更激
发了孩子们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曹忠甜 邓宇涵

为了充实乡村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陶冶
孩子们的情操。7月17日，聊城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星火志愿服务队在聊城市冠县桑阿镇后
李赵庄村举办“承吹画艺术 建友谊之树”活
动。实践队员们向孩子们解释了什么叫吹画，
并现场对吹画进行了讲解和演示。孩子们在
实践队员的帮助下创作画作，充分发挥联想
和创造力，画出了一幅幅独一无二的作品。此
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初步培育了孩子们
的艺术细胞，使孩子们对吹画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让孩子们感受到吹画的快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祝永芹 潘文月

创创意意吹吹画画活活动动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在聊城市慧聪语训中心举办了“认识绿
色植物、感受自然乐趣”活动。志愿者们赠送
给小朋友们许多绿色植物，现场为孩子们讲
解各种植物的环保价值和生长习性。随后，教
授他们利用橡皮泥捏制花草等植物的方法。
制作完成后，小朋友们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
并相互交流心得。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与孩子
们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提高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提高他
们对于自然界的兴趣与探索意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任雪楠 梁若凡

感感受受自自然然乐乐趣趣

7月15日，为践行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给老人们一些关心，给他们带去欢乐。聊城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润雨服务队来到鲁西老年护
理院开展“爱心舞台文艺汇演”活动，为老人
们带去了精彩的演出，歌曲、舞蹈、小品等节
目为了老人们带去了欢乐。汇演结束后，队员
们还给每位老人送上了水果，耐心地与老人
们交谈，给老人们揉腿，给老人们带去了欢
乐。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使老人们一展笑
颜，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关怀，同时
也加强了志愿者们的社会责任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郑金宇

关关爱爱老老人人
唱唱响响红红歌歌

为加强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7月14
日，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研学志愿服务队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湖南路凤凰苑植物园开展

“一花一草皆有情”垃圾分类宣讲活动。在活
动过程中，志愿者们向市民们讲解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并指导市民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
类；市民表示将垃圾分类，不仅能让城市环境
变得更加美好，还能减轻环卫工人的负担，值
得我们好好学习。本次活动的顺利进行，不仅
向市民普及了垃圾分类的知识，还有利于助
力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建设美丽家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任冰洁 周宏艳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举办了“感
悟时代历史变迁，体会文化发展历程”参观学
习活动。在历史的氛围中，运河博物馆的辉煌
历史让同学们赞叹不已。看着博物馆墙壁上
的剪纸、玻璃橱柜里面的瓷器、运河修建线路
的复原图，同学们感到运河博物馆给人留下
的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的再
现。通过此次参观，同学们初步了解聊城和京
杭大运河辉煌的历史，坚定了树立远大的人
生目标，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的信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李军 通讯
员 贾馨玫

了了解解运运河河文文化化

为了增进孩子们对折扇文化及其历史变
迁的了解，7月24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志愿者们来到聊城市翰林苑幼儿园，
举办了“踏寻中华古迹，发扬折扇文化”的活
动。志愿者们先利用准备的图文资料向孩子
们讲解折扇文化的发展历史，并拿出准备好
的卡纸和彩笔，协助孩子们一起制作折扇并
进行彩绘装饰，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活动，不仅有利于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
力，更让孩子们对折扇文化有了一定了解，有
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艺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王晗晴

了了解解折折扇扇文文化化

为加强当代大学生对环保问题的深刻认
识，7月14日，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研学志
愿服务队在东昌府区光岳楼附近街道开展

“扫路面污浊，还水城美景”路面清扫活动。活
动中，志愿者们合理分工，与环卫工人积极配
合，认真清扫古楼的街道。头顶烈日，汗流浃
背，志愿者们依然积极热情，没有停下自己的
脚步。经过一小时的精心清扫，古楼街道整洁
清新，尽显古楼亮丽风景。在活动最后，志愿
者们向环卫工表达敬意，并表示要定期开展
清扫活动，增强了大学生的环保意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陈舒 胡志超

路路面面清清扫扫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宣宣讲讲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张健)

为了更好的服务百姓出行，扩
大智慧交通产品的覆盖范围和
出行场景，聊城公交集团推出-
--微信水城通乘车码，为市民
提供便捷的智慧乘车服务。8月
1日起，市民即可刷微信乘坐公
交车了！

微信水城通乘车码采用电
子投币模式进行消费，乘客扫

码后按实际线路票价进行扣
款。

此次聊城公交采用微信小
程序开发的二维码乘车服务，
实现了公交出行与移动支付的
有效融合，通过0 . 2秒极速验证
技术，为用户提供”先乘车，后
付费”的出行体验。而在多人同
行乘车需代付车费时，市民亦
可手动刷新二维码进行多次扫
码付款，出行更便捷高效。

具体使用方法为，市民只需
打开微信搜索并进入“乘车码”
小程序后，根据手机定位城市，
领取“聊城公交乘车码”，根据提
示即可完成注册。在选择支付方
式时，可以选择微信里的“零钱”
或“银行卡”支付，无需再重新输
入卡号或绑定银行卡。

乘车码注册成功之后，还
可以将其点击添加在“我的小
程序”里。这样，每次乘车时只

需打开微信向下一拉，点击“乘
车码”小程序，二维码就会自动
跳出，即可扫码乘车；还可以通
过微信“我-卡包-卡券”的步骤
找到“乘车码”小程序。坐车时，
将“微信水城通乘车码”对准公
交车IC卡收费机扫码区，用户
在听到“铛，欢迎乘坐”的语音
提示后即可乘车出行。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手
机用户将微信升级到iOS7 . 0 . 5

版本的用户，还可以将“乘车
码”小程序设为浮窗，边聊天边
可实现快捷调用乘车码小程序
刷码。浮窗设置方式为，打开微
信搜索“乘车码”小程序，点击
小程序右上角选择“浮窗”。

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微信水
城通乘车码小程序主页面点击
右上角，选择将小程序“添加到
桌面”，实现在手机界面快捷调
用乘车码小程序。

下下月月起起市市民民可可微微信信扫扫码码乘乘公公交交
0 . 2秒极速验证，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智慧乘车服务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记
者 王尚磊 实习生 褚
潇瑜) 自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开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栏目以
来，不少热心市民通过齐鲁
晚报官方新闻客户端齐鲁
壹点情报站举报不文明现
象。7月27日，“壹粉1号”发
来一条信息：在站前街聊城
火车站进出口的机动车道
上，有部分出租车占道违章
停车，为防止被监控抓拍号
牌，出租车司机掀起后备箱
盖。

7月27日下午，记者在
东昌路和站前街的丁字路

口(聊城火车站进出口)发
现，确实有出租车停在机动
车道上把后备箱的盖子掀
起来，尤其是火车站进站口
的机动车道路上更是停了
七八辆出租车，这些出租车
停在机动车道上，给过往的
车辆和行人造成了不便。

记者发现这些掀起后
备箱盖的出租车后备箱没
有行李，出租车司机把后备
箱盖子掀起来后，就步行到
出站口开始揽客。记者发
现，这些出租车停靠的位置
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为禁停路段，出租车扎堆在
这里造成交通混乱。

火车站停车场的管理
人员介绍，火车站有专门的
出租车候客通道，这些被掀
起后备箱盖的出租车司机

不想进候客通道，停在违停
路段靠掀起后备箱盖躲避
附近的监控拍摄，不仅有出
租车司机这样做，还有私家

车违停时也会这样做。这位
停车场管理员表示，希望有
关部门加强对这种不文明
行为的管理。

为方便揽客，火车站附近机动车道上违章停车

违违停停出出租租车车掀掀起起后后备备箱箱盖盖躲躲监监控控

出租车占道违章停车，还掀起后备箱盖躲避监控。

挂失声明
王振航，性别：男，出生日期：

2015年5月1日，出生编号：O371895086，

父亲：王林森，母亲：周琳琳，出生医

院：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特

此声明。

挂失声明
汤云康，性别：男，出生日期：

2007 . 9 . 3，出生编号：H370641931，父

亲：汤学朋，母亲：杨新丽，出生医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路欣怡，性别：女，出生日期：

2013 . 12 . 8，出生编号：O371925649，父

亲：路宗敬，母亲：郭玉红，出生医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谢书豪，性别：男，出生日期：

2015年1月8日，编号：O372097860，母

亲：万玉焦，父亲：谢林昌，出生医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兹有银行预留印鉴法人手章董

思齐印手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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