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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庙小学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学生防溺水的意识，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

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近日，索庙小学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
活动。班主任向学生普及防溺水的相关知识，有效提升了学生
的自护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让孩子深刻意识到溺水事
件的严重后果，以示警戒。 （徐蒙蒙）

实验幼儿园

开展幼儿防拐安全演练
本报讯 安全工作是幼儿园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了增

强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也为了检验幼儿的防
拐骗意识，使幼儿掌握有关防拐骗技能，近日，实验幼儿园通过
师、生合作开展了一次幼儿防拐骗安全演练活动。

此次防骗演习是一次安全演练知识的普及宣传，幼儿园采
取更加有效的手段，让孩子更加懂得自我保护。活动也再一次
提醒每一个人，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对幼儿进行防拐防骗
安全教育，加强幼儿的自我管理意识，将安全教育适时地融入到
日常生活中。 （徐风云）

仁风镇中心幼儿园

召开教育教学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教学教研、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

提高，6月28日，仁风镇中心幼儿园召开了教育教学工作会议。
会议上，郭兴锋园长总结了上学期幼教工作，提出了全园学

前教育工作总目标及幼教工作的重点，以专项治理和师德建设
为抓手，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强调要注重教育内涵发展，打造
学前教育品牌，强化了园长们办园的品牌意识。本次会议的召
开，为进一步推进仁风镇中心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规范化管理
奠定了基础。 （付延红）

回河街道中心小学

组织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
本报讯 夏季来临，为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增强学生防溺

水安全知识，让学生掌握科学有效的溺水救生方法，回河街道中
心小学在校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演练。

此次演练经过周密的部署，制定了预案。本次演练分三个
阶段：一是进行相关的游泳安全知识教育；二是溺水情况发生
时，如何逃生、自救、互救；三是现场示范如何施救。最后，校
长向学生强调了防溺水“六不准”，并呼吁全体学生：安全第一、
从我做起、远离水域、远离危险、珍爱生命；并与学生和家长签订
了《安全责任目标书》。

通过本次演练活动，学生们了解了防溺水的相关知识，进一
步提高了学生防溺水的自觉性以及识别险情、自护自救、抢救溺
水人员的能力，有力地防范了溺水事故的发生。 （张文）

实验幼儿园

开展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夏季是溺水、传染疾病、交通事故、食品卫生、反恐

防暴等安全问题的多发季节。为提高幼儿识别险情、紧急避险、
遇险逃生的能力，切实做好幼儿安全教育，区实验幼儿园通过

《致全体幼儿家长的一封信》和安全宣传栏，向家长和幼儿宣传
安全知识，并开展了安全主题教育活动，携手保障幼儿的健康成
长。 （张建红）

索庙小学

开展防震安全演练活动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教育工作，增强师生的防

震安全意识，索庙小学开展了防震安全演练活动。学校制定了
防震应急预案，确保防震自救工作能快速、高效、有序地进行。
会议结束后，班主任将地震发生时应注意的问题，应如何在地震
中逃生作了详细的讲解。当警报响起，师生有序的撤离，不到2
分钟，师生全部集合到操场。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师生在地震
时应急保护的能力，增强了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

（徐蒙蒙）

太平街道中学

“三早”做好暑期安全工作
本报讯 近日，太平街道中学“早部署、早安排、早宣传”扎实

做好2020年度暑期学生安全工作。
“早部署”。在开学之初学校即将防溺水、防中暑、防触电等

一些列安全工作与疫情防控工作同部署、同谋划。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将学生安全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早安排”。学
校按照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将安全工作
与教学工作同安排、同进行。学校及各年级在做好本年度教学
工作的同时，抓好安全宣传工作。“早宣传”。在复学前，学校充
分利用上网课的时机，加大安全教育、宣贯力度，不断通过QQ
群、微信群、钉钉课程群等一些列网络载体宣传安全知识、安全
常识，确保学生早认知、家长早警惕。 （王伟）

实验幼儿园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提高师幼的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预防校园伤害

事件的发生，切实加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实验幼儿园开展了
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通过开展本次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幼儿园安全教育工
作，提高了幼儿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保证了幼儿园的教
育教学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徐风云）

实验幼儿园

为幼儿饮食保驾护航
本报讯 夏季炎热，实验幼儿园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幼儿饮食

健康。
严格食材的选择，荤素搭配让住园的小朋友吃的安心。采

用菜谱制度，幼儿园微信公众号会把每周的食谱发给家长，跟家
长一起监督菜品，让家长提建议。少数民族小朋友有单独的食
谱，确保孩子们在夏季吃的舒心，健康快乐成长。 （李莉）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进垛石镇西东屯村蔬菜
大棚种植基地，菜农们正忙着采摘搬运成熟“贝贝”
南瓜，场面十分火热，个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该村第一书记许学海介绍，西宋屯村为省定
贫困村，全村耕地面积780亩，共有136户473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户21人。为加快群众脱
贫致富步伐，2019年，该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引
进种植日本高端农产品“贝贝”南瓜。该品种又
称金丝栗瓜，个头小巧可爱，外观十分漂亮诱人，
每个大约 6-8 两。属低热量，高营养的粗粮主
食，富含多种维生素，胡萝卜素含量是普通南瓜
的三倍以上。硒含量也非常高，能起到很好的抗
氧化作用，还能增强免疫力。此外，还含有丰富
的钴，钴能活跃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造血功能
并参与人体内维生素B12的合成，是人体胰岛细
胞所必须的微量元素。目前，该村种植规模达10
余亩，批发价格在5元左右。该村计划成立村党
支部合作社，通过线上、线下和乡村旅游自助采
摘等模式广开销路，打造绿色无公害“贝贝”南瓜
主导产业，以此加快群众增收步伐。

（张磊）

垛石镇
西宋屯村“贝贝”南瓜成熟上市

本报讯 区旗袍协会精心策划，迅速行
动，积极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9周年。

她们带着米面油、茶叶和补品等看望慰
问了羊栏口村87岁仍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解
木兰、一人撑起4个家的济北街道“全国最美
家庭”马居英和与奶奶相依为命、品学兼优
的学生王同学，每到一处问寒问暖，把党的
关怀和温暖送到她们心坎上，以实际行动为
党旗增光添彩。

为迎接欢庆党的生日，进入 6 月份以
来，旗袍协会就发动各组精心排练有关歌

舞、吕剧、京剧、乐器演奏和旗袍秀节目，结
合精选优秀节目，举办广场旗袍秀、助力经
济发展等义演活动；近日还举办了精彩的

“文艺沙龙”，用火热的情怀、真挚的表演为
党的 99 岁华诞献礼，为广大观众送上快
乐。

目前，旗袍协会会员们正积极排练，从
编排的40多个节目中优中选优，“七一”将
拿出最高水平的节目争取参加相关单位和
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活动的演
出。

（冉庆亮 刘丽荣）

区旗袍协会
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党的生日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共享单车的管
理，维护好城市道路秩序，城市管理局济阳
中队组织执法队员开展共享单车“随手扶”
行动，并呼吁广大市民文明使用，有序停放。

对照标准，逐街遍查。对纬一路、纬二
路、经二路、银座商城等主干道路口、商场、
公交站牌附近加派执法队员巡查盯守，检
查是否有单车占道现象，是否有废旧废弃
以及私自上锁的的共享单车。发挥网格，
立改立摆。充分发挥“网格制”作用，派出
队员集中整治，加大执法力度，对乱停放的

单车进行定位、拍照，立即整理摆放。摸底
排查，督导回收。济阳中队对辖区的共享
单车进行大规模摸底排查，同共享单车管
理方对标数据，检查是否存在超量投放情
况，对残破损坏的共享单车或完全不能使
用的单车联系管理方，要求及时回收。

截至目前，济阳中队共清理废弃、废旧
单车19辆，整理在人行道上、盲道上、消防通
道上乱停乱放共享单车近100辆。下一步，
济阳中队将进一步加大共享单车管理力度，
做到不留死角，不落盲区。 （李文强）

城市管理局济阳中队
“一查二摆三收”

开展共享单车“随手扶”行动

本报讯 近日，李旺村俎平泉大爷身穿显眼的
红色马甲，正在打扫道路卫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是党的好政策，让老头子有了这份工作。他
以前在家会犯困，干了这个活后，体格也好了，人
也更开朗了。”俎大爷的老伴李大娘说。俎大爷患
有胃病和气管炎长期慢性病，去年，村“两委”干部
告诉他有扶贫专岗政策时，他当即到村委报了
名。在卫生安全巡护这个岗位上，俎大爷负责每
天对村内进村路进行打扫，每月可得到300元“工
资”贴补家用。

近年来，为有效实现贫困户脱贫、解困与扶志
相结合，济北街道根据辖区贫困户实际情况，积极
开发设立扶贫专岗，激发贫困人口劳动脱贫的主
动性和能动性，推动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实现家门口就业。今年以来，扶贫专岗共吸纳98
名贫困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月工资调整为400
元，每年可为参与的贫困户增收4800元。

（骆慧娟）

本报讯 6月26日，笔者从区委老干部
局获悉：济阳街道老干部党支部努力提高
老干部党员政治素质和新型养老技能，以
助推老干部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光添
彩，近日被授予“山东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
体”。

他们利用城里社区共享式老干部党员
活动室，不断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积
极组织老干部党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讲
授“向英雄张富清学习”特色党课，利用
PPT、短片等方式进行正能量特色授课，以
激励老干部党员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

当先锋；还主动与区老年大学和社区党群
服务站对接，成立老年大学城里社区分校，
吸收单一或多兴趣离退休老干部党员加
入。通过开设太极、书法，舞蹈、剪纸、葫芦
丝等兴趣班，不断丰富老干部党员精神文
化生活，让更多老干部党员老有所教、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党支部书记王
臣贤当起没分文报酬的花园小区业委主
任，全心全意为业主服务，并坚持4年为幼
儿园孩子们护学；老党员刘化福则坚持义
务为居民维修家什，受到群众称赞。

（冉庆亮）

济北街道
扶贫专岗
照亮脱贫路

济阳街道老干部党支部
荣获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为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增强少先队员的防溺水意
识，加强安全教育，近日，志远学校积极开展了以“预防溺水
守护安全”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各中队开展“安全教育防溺水”主题队会，队员互动发言，
切实提高安全自护意识和避险防灾能力，辅导员进一步强调防
溺水注意事项，讲解防溺水的知识和自救及互救技能；共同关
注网络溺水事故，在关注中提高防溺水的意识；队员们搜集材
料制作手抄报，在版面制作的过程中收获了许多预防溺水的安
全知识，少先队员用文字和画笔记录并宣传了防溺水知识；开
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征文活动，让队员们掌握更多的防溺水知
识；辅导员们组织少先队员学习防溺水“六不准”安全知识，队
员们一起倡议，录制防溺水倡议短视频，承诺从我做起认真学
习防溺水知识，自觉远离溺水威胁，坚决做到防溺水“六不准”，
少先队员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防溺水的行列
当中。

通过此次活动的积极开展，少先队员提高了自身的防溺
水意识，掌握了更多的防溺水知识和技能，并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凭借自己的力量，将防溺水知识普及给更多的人，争做
一名新时代好队员。 （魏尊泉 赵燕）

志远学校
开展“预防溺水 守护安全”主题
教育活动

本报讯 在建党节即将到来之际，
曲堤小学全体师生举行建党节专题
活动，通过画手抄报，主题演讲等方

式庆祝党的生日。在这次活动中，各
班师生踊跃参加，通过各种方式抒发
对党的热爱之情，歌颂党，赞美党，感

恩党的恩情。全校师生一致表示，将
以更好的学习成绩向党的生日献礼！

（刘超）

新元学校小学部 开展“彩绘端午，粽情欢乐”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即
将到来之际，曲堤小学大队部发起了

“迎端午，爱国情”主题活动。
活动中，各班紧紧围绕“爱国情

怀”这个主题绘制精彩的黑板报，在
全校的诗朗诵大赛中，各班学生激
情演讲，抒发内心的爱国之情。通
过这次活动，对广大师生来说，内心

的爱国情怀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爱我中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
理想信念深入人心。

（刘超）

曲堤中心小学 举行建党节专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弘扬和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近日，新
元学校小学部组织全体队员开展了

“彩绘端午，粽情欢乐”主题教育活
动，让“ 端午”文化走进校园。

开展“话端午”主题升旗仪式，

让辅导员老师和队员们进一步感受
到屈原的爱国精神，激发队员的爱
国之情；队员们针对端午节的由来、
端午节的诗词、端午节的习俗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性学习，并利用校园
广播对端午节文化进行宣传；各中

队也围绕“端午节”主题，大力普及
端午节日知识。队员们在实践活动
中 品 味 端 午 ，感 受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王静）

曲堤中心小学 举行“迎端午，爱国情”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