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新济阳
XIN JIYANG

责编：焦其旺 于 冰 美编：张来弟

新闻热线 (0531)84232038 E-mail:jizhe666888@126.com

综合专版

2019年6月12日

本报讯 近日，走在曲堤镇宽敞整洁的乡
村水泥路上，槐花开放的洋槐树在微风的吹
拂下，送来淡淡清香。曲堤镇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工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秀美整洁的村
庄，诉说着新农村发生的崭新变化，释放着
曲堤镇的文明魅力。国道两边的绿化带、村
庄道路、农户门前屋后……到处都是环卫工
人忙碌的身影。

每天早上七点，“橘黄色”的身影准时穿
梭在曲堤镇村庄的各个角落。此时老百姓
们都在田间地头忙碌着，镇驻地清扫保洁员
李桂美熟练地挥动着手中的扫帚，与路面碰
触摩擦时发出“唰唰！唰唰！”的节奏响声，
清晰可闻。李桂美先从主干道扫起，之后是
道路两侧，还要清理绿化带中的垃圾，清扫
经过的每一寸路面。一把树枝扎的扫帚，一
个简易的簸箕，就是他们全部的劳动工具。
每一处都认真清扫，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角
落。“看到原来脏、乱、差的村，经过我们打扫
后，变得干净整洁了，身体上虽然累，但心里
却非常开心，曲堤现在环境卫生这么好，也
有我们的功劳啊!”李桂美手里拿着扫帚，乐
得合不拢嘴。

上午10点左右，李桂美把垃圾统一倒进
垃圾桶里，等待着垃圾车的到来。眼看着垃
圾桶就要满了，垃圾清运员刘成吉开着垃圾

车从远处慢慢驶来。等到所有的垃圾收集
完毕，刘成吉将车子开回到镇环卫所后，污
水箱里的水就会被排放到指定的污水处理
点，车厢里的垃圾则会被倒入垃圾中转站进
行二次压缩处理。

每次靠近垃圾桶，就会闻到垃圾的腐烂
臭味，不少苍蝇争相从垃圾桶里飞出来，可
刘成吉早习以为常。刘成吉说，每天站在垃

圾车旁，他们早就习惯了这些刺鼻的气味。
“虽然这份工作社会地位低，总是被人看不
起，但是我觉得干这行挺好的，看到村里干
净了，我们感到很光荣，很有意义。”刘成吉
笑呵呵地说。

“为了做好曲堤镇的环卫工作，我们率
先专门成立了2个专业清理队伍，每个队伍8
人，轮流对全镇六大管区难以清理的三大堆

进行彻底清理。”曲堤镇保洁公司分管经理
自豪的说道。“我们保洁公司和村实行互相
监督，保洁公司对各村的“三大堆”清理进行
监督，各村监督员对保洁公司的工作进行监
督，这样可以更好的促进环卫综合整治工作
开展”。4辆机械车同时进行，发现一堆处理
一堆。如今，行走在曲堤镇乡间小路，干净
整洁的路面让人心旷神怡，尹家村村民尹传
合害羞地说：“现在看到村里这么干净，我们
也不好意思随手乱扔垃圾了。”

曲堤镇环卫所负责人表示，自城乡环境
卫生工作开展以来，曲堤镇坚持把环卫一体
化作为“一把手”工程，建立了镇、管区、村三
位一体的工作领导机制。按照“点、线、面”
三个层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做到以

“点”带“线”扩“面”。“点”即新农村建设示范
点，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要求进行整治。

“线”即国道、区道列入常态化管理，引入竞
赛机制，每年拨出20万元经费作为检查评比
的奖励经费。“面”即“家园清洁”，达标村，每
年拨出10万元经费，按照“四个有”（有收费、
有制度、有保洁队伍、有成效）进行申报评
比。

辛勤付出的环卫工人们用汗水擦亮了
曲堤镇的容颜；多点开花的环卫综合整治工
作，让曲堤镇干净起来、美丽起来。（姜晓静）

曲堤镇 环境卫生旧貌换新颜 百姓乐开颜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济南市 2019
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文件精神，垛石
镇立即行动，抓早抓细，周密部署，采取
多种措施，坚决打赢秸秆综合利用及禁
烧攻坚战。

垛石镇对禁烧工作进行专门安排
部署，镇成立了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领
导小组、6个工作小组和“禁烧办公室”，
同时成立了 3 个镇秸秆综合利用及禁
烧督导组和指挥部。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原
则，镇、村、户逐级签订了秸秆禁烧责任
状，层层落实禁烧责任，细化分解禁烧
任务，落实到人、地块。压力传导到位，
充分调动了村干部的积极性，做到群防

群治，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为强化督查，垛石镇成立了3个督

导组采取明察暗访的办法，全天候不间
断对其所包管区进行秸秆禁烧工作的
督导检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垛石
镇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发生焚烧现象，
一律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责任，坚决做到“有烟必查，有火必
罚，渎职必究”。

垛石镇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将其作为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美丽乡
村、防治大气污染的重点工作来抓。同
时，积极促进秸秆加工转化，扶持发展秸
秆综合利用合作社、服务组织等，不断扩
大秸秆综合利用效益。 （任玲玲）

垛 石 镇

坚决打赢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攻坚战

垛石镇

组织召开12345热线
办理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 6月10日，垛石镇召开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会议，
专题研究部署热线办理工作，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宗旨
意识，及时办好群众反映事项，以工作实效取信于民。

会议对 1-5 月份 12345 热线办理不满意工单进行认真梳
理，逐一查找问题根源，研究制定解决方案，限期办结反馈。

会议指出，镇热线办派单要及时、分工要合理、督办要跟
上；各承办单位要立即见面办件、了解当事人诉求、调处化解矛
盾、留存影像资料、按时办结反馈。各部门要继续保持良好的
工作劲头，继续推进群众反映事项快速有效办理。

会议紧紧围绕认识再提高、服务再细化、效率再提高等方
面对热线办理工作人员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全体参与热线办
理的工作人员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工作态度，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问题为导向的服务理念，着力解决群
众诉求，大力提高群众满意度，全面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对于
群众反映事项，各部门要按照时限要求，分类施策，合法合规办
理，实事求是加快办理进度，并保证办理的质量得到群众认可；
要强化问责机制，通过抽查督查，跟踪回访，对不担当、不作为、
慢作为的，坚决问责处理；要建立转办督办长效机制，通过畅通
问题反馈渠道，进一步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诉求。

（王雪）

回河街道

6万余亩小麦喜获丰收
本报讯 金灿灿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轰鸣的收割机。近

日，回河街道5.9万亩小麦喜获丰收，开镰收割。
据了解，该街道今年共种植小麦6万余亩，现已陆续进入收

割期，各村抢抓近日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人力积极
投入到“三夏”抢收小麦的热潮中。结合秸秆禁烧工作要求，各
村坚持收割一块，灭茬一块，切断了秸秆乱堆乱放的根源，确保
秸秆禁烧禁抛工作万无一失。

目前，小麦已收割5万余亩，进度达80%以上。 （李磊）

仁风镇中心小学许家校区

开展“喜迎端午节”主题活动
本报讯 为加深学生对中国节日文化的了解，体验端午节

所蕴涵的传统精髓，近日，仁风镇中心小学许家校区组织开展
了“喜迎端午节”主题活动。

各班以讲端午节的习俗和历史故事、诵读诗词、PPT课件展
示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体会我国传统
节日的独特魅力。此外，各个班级还进行了端午节的手工制作
活动，利用青、白、红、黑、黄五种颜色的绳子编织寓意健康平安
的五彩绳。低年级学生利用五种颜色的颜料在鸡蛋上作画。
中高年级的学生制作一份端午节手抄报。孩子们把自己心爱
的作品作为端午节礼物送给父母、老师以及小伙伴们，传递美
好的祝福，分享节日的快乐。 （周思秀）

新市镇

禁烧工作不放松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新市镇政府大院内看到，一辆辆禁烧

巡逻车整装待发，镇机关干部一早在政府大院内集合，分组乘
坐禁烧巡逻车开始了全天的禁烧巡逻工作。

据了解，为确保麦收期间全镇禁烧工作落实到位，该镇提
早部署，及时召开工作动员会议，制定了详细的禁烧工作方案
和巡逻人员值班表，进一步加强了禁烧宣传动员和巡逻值守力
量，全镇共配备禁烧巡逻车 10 辆，禁烧巡逻队员 90 余人。同
时，各管区分别在辖区主要干道设立了禁烧工作指挥部，配备
了旋耕机、铁掀、干粉灭火器等灭火工具，各村村广播一日三次
播放禁烧工作通知，全镇范围内形成了点线相连、覆盖全面的
禁烧巡查网络。工作中，巡逻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查看麦收情
况，主动向过往群众宣传禁烧工作要求，并通过微信群及时汇
报巡逻工作情况，确保村街道路有人管，田间地头有人看，坚决
落实镇域内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的工作目标，保障禁烧工
作不出任何纰漏。为进一步加强端午等节假日期间环卫工作
力度，全镇5辆垃圾清运车、120名环卫工齐上岗，及时清理垃圾
为全镇群众营造了一个干净、卫生的假日环境。 （刁力洪）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第12个“国际档案日”，6月10
日上午，济阳黄河河务局开展了以“新
中国的记忆”为主题的“国际档案日”宣
传活动。

该局组织召开了档案工作专题会
议，对目前档案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进
行了强调和部署；开拓新的宣传渠道，在
利用传统的电子屏幕、宣传展板、宣传横
幅宣传的基础上，借助微信、QQ工作群
等网络平台重点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意
义、当前的档案重点工作及《档案法》等

内容；举行档案开放日活动，号召全局干
部职工走进档案室及荣誉展览室，由专
职档案员借助档案资料向大家系统全面
地讲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济阳黄
河治黄事业的发展历程，让参观人员亲
身感受到档案工作的魅力，进一步提高
全局干部职工的档案意识。

下一步，该局将在做好目前档案工
作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档案信息化、规范
化建设，提升全局档案工作能力，为济阳
黄河治黄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档
案保障。 （张建华 王哲）

黄 河 河 务 局

开展“新中国的记忆”主题
“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落实济南市教研院学科教
研示范校创建的总体要求，个性化展示
小学语文学科教研示范校富有特色和风
格的校本教研范式，进一步做好济南市
学科教研示范校的培养发展工作，体现
教之有道、研之有术、示之以果、范之以
人的教研示范引领作用,近日，济南市小
学语文学科教研示范校展示活动之济阳
区实验小学专场如约而至。中国新教育
研究院院长徐晓凤,中国新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杨青才,中国新教育学校秘书长张有
松,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杨元
春,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小学语文
教研员周晓珍,以及各区县小学语文骨干

教师2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语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

过程。实验小学注重语文素养的培养，
在学习生活中，引导学生多读书、多积
累，畅游诗书的海洋，体会文字的博大精
深；注重学生汉字的书写，“一笔一画总
关情”，准确、工整、清晰、美观地书写汉
字，不仅可以令人耳目一新，引起精神上
的愉悦，更可以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各
年级的小小解说员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自
己年级的文集、手抄报、特色作业、书法
作品（硬笔、毛笔）等，展示了丰富的语文
学习过程。

活动伊始，翟玮玮校长作了题为《诗

乐礼 语文+》语文教学教研工作汇报，从
“扎根课堂研方法，落实语文要素，强其
骨”、“拓展阅读语文+，重视语言积累，丰
其羽”、“传承吟诵诗乐礼，弘扬传统文
化，塑其魂”三个方面介绍了实小独特的
语文教学工作。

实验小学语文组牢固树立“大语文”
观，紧紧围绕语文学科素养，依托“微课
题式校本研修”，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
革，努力构建“诗乐礼，语文+”课程体系
和“基于学科素养的 Win 课堂”。 杜善
霞老师带来了一节别开生面的微课《Win
中有诗 相约夏至》，王晓晶老师执教了

《海底世界》一课，从课程和课堂两个角

度展示了我校《节气有约，经典有声》校
本课程的实施情况以及“基于学科核心
素养的Win课堂”研究成果。

茶歇时间，与会人员观看了独具特
色的“中华响扇之扇香鼓韵”，并欣赏了
学生现场书画作品展。

近年来，实验小学一直致力于语文
学科素养的研究，并以微课题式校本研
修为载体，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
动，语文学科主任以及各年级语文教研
组长畅所欲言，开展了以《行走在听说读
写之间 扎根于语文学科素养》为主题的
微教研论坛。

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学生

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自身的语文素养：
五年级同学表演了《木兰辞》；一二四年
级的学生带来了古诗文吟唱《三字经》、

《渡汉江》、《赠汪伦》、《枫桥夜泊》、《笠翁
渔歌》；三年级的学生带来了令人震撼的
古诗文的现场点背；书画兴趣班同学进
行了书画作品现场展示。

济水汤汤，涵漾天光，黄河滔滔，润
泽济阳。这是一片受孔子仁爱的思想浸
润的土地，这里有一群受滔滔黄河之水
养育的勤劳善良的人。如今，作为北跨
的主战场、新旧动能转换区的核心区，济

阳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素
养展示环节，实验小学语文老师带来了
诗朗诵《闻韶故里 大美济阳》。

活动最后，中国新教育学院徐院长
为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与指导。“不见高
山，不显平川”，相信在中国教育研究院
及教体局教研室的引领和指导下，实小
的语文教学之花会开得愈加绚烂。“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语文教
研组将继续扎根语文课堂，行走在听说
读写之间，不断丰富语文+的内涵，拓宽
语文教学教研品牌创建之路。（通讯员）

区实验小学开展语文教研示范校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