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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齐鲁市民贷最高额度30
万，年化利率低至6.66%，
在线申请、随借随还、手续
简便，最快当天放款，提前
还款免违约金。

张贵华，男，中共党员，山东省济北中学
政教处主任。主管学校德育、安全、消防、公
寓、教学楼、校园卫生物业管理，同时在教学
第一线，任教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学工作。

1999年7月，张贵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
学体育系，2000 年到济北中学从事体育教
学、教练工作。自担任体育备课组长以来，
他潜心钻研，扎实工作，当年便荣获优质教
案评比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他又带
领高中队参加济南市田径运动会，连续六年
获济南市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任教期
间，他先后带出张宁、李伟、刘叶等国家一级
运动员，马湘江、卢彬、魏家宝、杨海峰、骆于
柯、孙建辉、王关亮、孟玉、陈伟新、路毅、徐
本禄等国家二级运动员。2010年，通过竞争
上岗，张贵华被学校聘为艺体部主任，主要
从事体育教学、训练工作。在此期间，他积
极组织济阳县中小学运动会，并将此项运动
连续开展七年。

作为学校第二党支部书记，张贵华政治
站位高，自律、慎独，团结同志，具有坚实的
群众基础。工作中，他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在繁重的工作中任劳任怨，勇于担当，面
对困难从不推脱。张贵华一直坚信，只有辛
勤的付出才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生命不
息，工作不止。

安全工作是学校的头等大事，安全工
作责任重于泰山，自从分管安全工作以来，
张贵华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落实好
门卫管理制度，面对学生走读生较多、闲杂
人员复杂等情况，他制定了门卫管理制度，
落实好校外人员入校登记和验证工作，禁
止无关人员和校外机动车入内，禁止将非
教学用易燃易爆物品、有毒物品、动物、管

制器具等危险物品带入校园。同时，制定
了校园每天 6 次的巡查制度和夜班的定时
巡夜制度，确保校园安全。为确保校园安
全、给同学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还组
织了每周一全面安全巡查，包括安全校园
检查、安全教学楼检查、安全公寓检查和安
全餐厅检查，同时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的使
用情况和安检工作，为全校师生的安全提
供有力保障。

2018年12月，孩子连续发高烧不退，家
人心急如焚，可正忙于工作的张贵华，没有
回家陪伴妻子和孩子，而是继续坚守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今年6月，恰逢高考，家中老
人忽然因病住院，急需亲人照顾，张贵华为
了考试安保工作，仍旧坚持工作，只在晚上

工作结束后才匆匆赶往医院。那段时间，他
白天忙工作，晚上去医院照顾老人，学校医
院两头跑，后来因过度疲劳累倒了，需要住
院进行治疗，但他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他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甘于奉献、爱岗敬业
的精神，受到学校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起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也体
现出了我区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光阴荏苒，转眼间张贵华已在人民教师
的岗位上度过了近二十载春秋。这么多年
来，他始终坚定奉承教育理念，以芊芊学子
为事业基石，以党员标准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践行着一名普通党
员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他的先进事迹
被多次报道，并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练
员、山东省骨干教师、山东省“德耀齐鲁”道
德公民、体育道德先进个人、济阳区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是张贵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生命价值的
追求。作为一名在基层教育战线上工作的
共产党员，他将继续加强学习，严于律己，时
刻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不懈努力，提高业务
水平，为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奉献不言苦 追求无止境
——记济阳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贵华

“坚持实干、反对虚功”
主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风采

主办单位：济阳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台风“利奇马”带来的大风、降雨等恶
劣天气，对我区蔬菜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如
积水、死苗及棚室受损等。为减轻大棚损
失，保证大棚安全，使蔬菜尽快恢复正常生
长，根据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市蔬菜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专家建议，特制定台风“利奇
马”灾后蔬菜生产管理指导性意见。

一、大雨造成积水时间不长又排完水
的棚室

这类棚室，浸泡时间不太长，约2小时
至 2 天以内，通常排水过后植株还可正常
生长。

1. 如果棚室中积水过多，浸泡时间不
太长（2小时至2天以内），蔬菜苗子易因根
系长时间的雨水浸泡而出现沤根的情况，
建议排水过后及时冲施一遍清水（不带任
何肥料），为根系提供充足的氧气，减少根
系的腐烂发热及死棵现象，即“涝浇园”。
未铺设地膜的地块进行划锄，以利于土壤
散墒及疏松土壤，划锄后可再冲一次水（或
带少量肥料）。以后的管理中则要正常管
理，冲施肥料。

2.排水过后，土壤中病菌较多，土壤通
透性较差，为防止植株在后面的生长过程

中出现死棵现象，也可选用防治根腐病及
枯萎病或软腐病的药剂进行灌根或冲施。

3.如果蔬菜植株及叶片上面有较多的
泥水，会影响植株进行光合作用，建议冲清
水后，可用喷雾器进行清洗，覆着较多的叶
片可多次连续冲洗叶片。

蔬菜棚室在以后的管理中还有可能会
遇到雨水进入棚内或地下水位过高导致棚
内返水的情况，此项措施可以减少雨水等
浸泡造成的损失。

二、棚室浸泡时间过长导致苗子出现
死棵后的棚室

如果棚室出现苗子沤根或根系生长不
良（毛细根少，根系变黄变褐）或死棵现象，
或植株出现叶片失水萎蔫现象，建议换苗
重栽。此类植株即使还存活，但生长后期
可能会出现植株死棵、病害或开花座果不
良的情况，影响后期的管理。

1. 苗子定植前，建议将大棚土壤进行
深翻或晾晒，重新定植的植株需要泡盘或
定植后灌根，可选择铜制剂加恶霉灵或甲
霜灵等药剂进行病害的预防。

2. 无土栽培的地块在换苗前冲施两
遍清水清洗基质，水泡后绿苔重，且棚室

内散发着淤泥的恶臭味道的，需要将基质
进行重新消毒（高温晾晒或药剂处理为
宜）。

三、土壤肥料施用
1.已经定植后的大棚土壤经过两次或

多次雨水浸泡后，会出现肥料随水流失的
情况，土壤肥力可能会降低，为避免出现植
株脱肥情况，建议少量多次施用肥料，并增
加生物菌以活化土壤，同时辅以叶面追肥，
保证蔬菜正常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

2. 施用底肥后准备定植的大棚，土壤
经过大水浸泡后，土壤肥力不足，为保证
后期植株的正常生长，建议重新施用底
肥，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多补充生物菌，
并深翻一下土壤，以保证蔬菜的正常生
长。

四、大棚要避免出现坍塌现象
1. 部分地块即使土壤中无积水，也要

注意棚前棚后水沟内是否有积水，要注意
及时排水，同时要注意避免大棚墙体受到
损伤。因前段时间棚内泡水过长，而在后
期棚外水沟内积水较多，后墙易在内外作
用的夹击下出现毁损或坍塌。建议做好棚
内及棚外排水设施，促进大棚墙体早日晾

干，后墙上的防雨设施可先揭开一部分，利
于后墙的晾晒。棚损毁不重的棚室可在棚
内墙体干燥后再适当加固，避免出现墙体
坍塌。

2. 从土壤中往上返水的大棚，建议继
续采用水泵等往外抽水，避免墙体因在水
中浸泡时间过长而出现坍塌等情况。

3. 棚体已经出现坍塌情况的，根据当
地具体情况重新规划，考虑棚室重建。

进水较重的棚区，等棚区水位下降后
或棚中不再积水时再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
理的措施进行管理。

特别提醒：农户们在雨水排尽后进行
各项农事操作（蔬菜管理、固定棚体、查看
棚室等）时，尽可能不要一人在棚内劳作，
建议结伴而行，并注意观察大棚墙体受损
情况，避免出现人身伤害。

大雨过后，如果问题已经出现，建议各
位农户根据自己大棚出现的情况积极应
对，选择适于自己蔬菜大棚的管理措施。

农民朋友在蔬菜生产及抗灾自救过
程中，如果遇到技术难题，请及时拔打技
术指导热线 84213910，或者关注“济阳蔬
菜”微信公众号，与专业技术人员联系。

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发布台风“利奇马”
灾后蔬菜生产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统计局

联合雅居园社区开展红色教育
本报讯 为传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统，近日，雅居园社区

共建共联单位区统计局联合雅居园社区部分党员赴济南大峰
山党性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

在大峰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
看历史图片、资料，重温革命历史。在参观过程中，全体党员通
过一张张图片，对革命先烈在艰苦环境中作战、生产的场面和
党史事实进行深入学习，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最后，全体党员来到初心广场，面对庄严的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表达了坚守初心、忠诚于党、立足岗位、奉献人民的坚定信
念。

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干部深刻体会到了“信仰如山，一
心为民，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峰山精神，纷纷表示将时刻
不忘初心使命，始终牢记责任担当，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张 辉）

疾控中心

组织观看《沂蒙精神》
本报讯 8月13日，区疾控中心组织观看了学习灯塔大课堂

第二课“沂蒙精神”，全体党员参加。
通过观看《沂蒙精神》教育片，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要聚焦沂蒙精神“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核心特质，结合实
际工作，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牢记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
树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思想，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以身作则，立德树人，完成组织交给的一切工作。看完
影片后，各位党员完成了课堂作业及知识自测。

（孟 婷）

新市镇

企业到敬老院
开展走访慰问献爱心活动

本报讯“天之蓝、海之蓝、梦之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白酒
品牌。近日，该品牌所属企业苏酒集团洋河股份有限公司一行
人来到了新市镇敬老院，开展了关怀孤寡老人爱心行动，为老
人们送来了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并向敬老院捐赠了价值
一万元的慰问品。

活动中，一行人首先参观了该院宿舍、食堂和老年活动室，
敬老院负责人向来访人员详细介绍了该院的基本情况和老人
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情况。随后，该企业一行人看望慰问了院内
的老年群众，并与老人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了老人们
的饮食、住宿、文体活动等生活情况及老人们的身体情况，并叮
嘱老人们保重身体，保持愉快的心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党
和政府及爱心企业的关心帮助下安度晚年。

新市镇、镇民政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活动。 （刁力洪）

新市镇

召开土地流转动员大会
本报讯 近日，新市镇土地流转动员大会在镇大会议室召

开，特别邀请国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作现代农业项
目发展介绍。

会上，该企业项目负责人介绍了国赢企业基本情况、科研
成果、农业智能管理和企业特色种植产业优势，并对群众较为
关心的土地流转方面有关合作种植、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现
场解答，详细阐述了该企业与新市镇建立共管资金账户，进一
步提升风险防控和农户利益保障的具体合作内容。在随后进
行的现场交流活动中，该企业项目负责人还对农机管理、金融
服务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该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是当前农业
发展的主流、潮流，是解决看天吃饭的低效农业，提升农业发
展水平的有效途径。各村“两委”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
刻理解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推动新市镇农业发展的重要意
义，谨记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认真学好相关政
策内容，扎实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真正让群众了解国赢、了解
现代农业。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加快土地流转工作
力度，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合作，切实把新市镇的农业发展推
向新高度。

该镇江店管区、红庙管区所辖20个村的村“两委”成员参加
了会议。 （刁力洪）关于开展互联网企业推荐

动漫、视频作品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引导和督促互联网企业学法、懂法、守

法、用法，现面向非公互联网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开展“知法懂法 依法办网”动漫、视频
征集，参加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主办的“知法懂法 依法办网”动漫、视频征集
活动。

作品要求：1.动漫（动画、漫画等）、视频（微电影、短视频等）作品，要紧扣“知法懂
法 依法办网”主题，内容鲜活生动，表达网言网语，体现企业特色，贴近党员需要。2.创
作角度包括但不限于宣讲法律知识、抵制违法行为、依法合规经营、维护网络安全，不
能做成企业宣传片、总结汇报片、活动记录片。作品须拥有完整版权，坚持自主原创，
不得一稿多投。3.漫画作品不超过9张图片，每张不超过 10M，像素尺寸1920*1080，
格式为JPG；动画、微电影、短视频作品时长5分钟以内，画面比例16:9，像素尺寸1920*
1080，帧速率25帧/秒，格式为MP4或MOV，大小限200M以内。

9月20日前将动漫、视频作品汇总发送至邮箱jyqwxb@jn.shandong.cn。联系人：
杨文霞 84232862。

区委宣传部
2019年8月13日

关于推荐中国好网民优秀故事
及作品的通知

各镇（街道）、区直各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中国好网民优秀故事及作品征集展示活动的通知》（网发[2019]448号）

文件精神，由中央网信办主办、中国网和中国青年网承办的“中国好网民优秀故事及作品
征集展示活动”将于近期启动，现面向全区征集2018年1月以来涌现出的好网民优秀故事
及作品，征集2019年度开展的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情况。

内容要求：（1）推荐作品可为图片、视频（微电影、直播、视频短片、动画短片、纪实视
频、访谈等）、音乐、故事等多种形式。内容需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紧扣新时
代中国好网民意识，体现广大网民致力于网络社会治理、网络文化建设，捍卫网络安全、净
化网络生态等主题。（2）推荐活动须为2019年度组织开展的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3）推
荐话题须为带有#好网民#主题词的新浪微博、今日头条话题。（4）作品严禁剽窃、抄袭。

请各单位可于8月20日之前，填写中国好网民优秀故事及作品征集展示推荐表（见附
件），将推荐表和作品发送至邮箱jyqwxb@jn.shandong.cn。联系人：杨文霞 84232862。

附件：中国好网民优秀故事及作品征集展示推荐表
区委宣传部

2019年8月13日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区扫黑办：84238016 纪 委：84232656 公安局：85088300

检察院：85037355 法 院：81171096 司法局：84220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