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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给云阳留下一批带不走的人才”
在云阳县人民医院，丛培阳的每天都安

排的满满当当。他会借用病情探讨会、查房
的每个机会，向年轻的医生们传授尽可能多
的知识。丛培阳说：“一年的时间，想家的时
候觉得很长，但工作起来又觉得太短，我得
在这些有限的时间里把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才不枉来这里一趟。”他的手机里一直保存
着一张截图，那是一个老大哥在他临行前给
他的话——— 完成一项载入历史上的人类大
事，深入内地考察，了解民情，也完成一生值
得回味、骄傲的人生光点。

12月份，丛培阳就要返回日思夜想的
威海了。他是威海卫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
的副主任，40岁的他有两个孩子，父母也年
事已高，而妻子也是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忙
得不可开交，“家里离不开人，确实很挂念
家里。”

同时，丛培阳又对云阳有着太多的不
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云阳县人民医院骨科
副主任，作为威海—云阳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的一部分，从去年11月份开始到云阳支
医。在这里，他不仅要履行医生的职责，还要
担当老师的角色，“把先进的医疗技术传递
下去。”他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定期举办
科室业务讲座，带领医护团队开展高精尖手
术，为每一位同事的成长提供指导。

一年里，丛培阳参与各类手术400多台，
更是成功完成了云阳县的首例“关节镜下胫
骨髁间隆突撕脱骨折复位内固定术”、首例

“关节镜下半月板缝合术”等多个第一次，填
补了医院的多项技术空白，“有一些手术，患
者往往要去重庆的医院才能做，但是从今以
后，就可以直接在云阳治疗了。”

丛培阳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赢得了
云阳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们的高度肯定。骨
科医生伍磊就是丛培阳的“学生”之一，丛培
阳的归期临近，他非常不舍他的这位“老师”

“大哥”，“在工作上，丛教授是良师，教会了
我们很多新技术；在生活上又是我的老大
哥，下班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吃火锅，聊了很
多。真希望丛教授以后还能来云阳，跟他一
起工作很开心。”

在云阳县紫金小学，来自文登区七里汤
小学的教师张红丽同样在一刻不停地工作
着，“我要把半年的时间当成一年来工作。”

今年9月份，张红丽来到云阳，被安排到
紫金小学分管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工作
没几天，她就发现两地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

题上存在很大差异，“虽然都是关爱孩子，但
云阳的家长对孩子成长的关注度和关注方
式还是有所欠缺。”为此，张红丽开办了“周
四家长夜校”，建起了“家长微信读书群”。

家长夜校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张红丽
的预料，“会议室坐不开，窗户外都站满了
家长，有一次赶上下雨，有的家长在外面打
着伞听。”来听课的不只是紫金小学的学生
家长，还有附近中学的学生家长，甚至还有
当地教育部门的干部，这说明家长们对孩
子的成长非常重视，也让张红丽觉得自己
的工作正是大家需要的，“给了我很大的压
力，但是压力就是动力，我不能辜负家长们
的期望。”为此，张红丽除了要做家长培训，
还要给青年教师上各种培训课，开展各种
教研活动。

刚到紫金小学时，学校为张红丽安排了
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但张红丽执意让三名教
师“陪”自己一起办公，“只有大家在一起，才
能有效地交流学习。时间不多，更显宝贵，我
得抓住每一次机会来工作。”

张红丽说：“我传授了威海的一些先进
教学经验，同时这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提升，
我很感谢当地老师传递给我的那种锲而不
舍的教学精神，回到威海，我同样要告诉威
海的同事们，云阳的教育工作者在大山里坚
守的那种品行是多么的高贵。”

在云阳县的田间地头，同样有来自威海
的农业专家们在不停忙碌着。“只有三个月
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哪天都不能闲着。”

来自威海市农科院的农艺师薛玉平说，这三
个月里，他不记得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坡，
摔了多少跤，“反正每天都是一身泥。”但他
记得，只要不下雨，每天必然要去各个村的
果园里，手把手教当地果农管理果树，“整个
盘龙街道的果园子基本都去过了。”

农业产业扶贫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威海、云阳两地农业部门，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积极开展农业品种、技
术交流，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进行了
有益探索，初步形成了无花果、蟠桃种植、加
工、销售的完整产业化链条，为东西部扶贫
协作工作提供了参考，贡献了力量。为了确
保项目能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脱贫，威海市农
业农村局农业专家组多次赶赴云阳，在田间
地头指导当地农民种植、培育。

今年9月份，又有10名专家赶赴云阳，他
们中有农艺师、农经师，也有兽医师、推广研
究员，作为农艺师的薛玉平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威海和云阳的气候、土质、农民技术基
础差异太大，如何让威海的技术适应云阳，
是每个专家最为头疼的问题，但也是预料之
中的问题。

薛玉平对接的是盘龙街道，他发现摆在
眼前的困难超乎想象。由于盘龙街道地块窄
小、坡度较大、不适合机械化作业，薛玉平不
得不逐个走访果园，根据不同树种、不同长
势、不同地形，传授不同的修剪管理方式。

“比如说桃树，在云阳二月份就萌芽，十一月
份才休眠，比咱威海多了三四个月。而且还

有土质、降雨量上的差别，也就导致两地在
桃树的树体培养、肥水管理、绿色防控、促花
结果等技术上有很大的不同。”

盘龙街道长安社区新栽了5万棵桃树，
总共近1000亩，分散在200多户果农家，由于
缺少技术指导，基本属于原生状态，花果量
都非常少。结果少，就意味着挣不到钱，引不
起果农的积极性，当地干部也是束手无策。
这时，薛玉平就成了送上门的“救星”。只要
薛玉平所到的果园，都围满了前来取经的果
农，不少人还纷纷索要薛玉平的电话号码和
微信，以便于此后随时请教。

在云阳的三个月里，薛玉平很有成就
感，“当地干部的热情和果农焦急、认真的深
情，确实深深感动了我，把我捧得像个明星
一样。”但是他这个“明星”，每天相伴的始终
是一身泥和一个装着记录本、果树剪、手锯
的挎包。

正是在田间地头的“课堂”上，一批又一
批像薛玉平这样的威海农业专家把先进的
农业技术手把手传授给了云阳果农。

像丛培阳、张红丽、薛玉平这样，不
问苦乐，不问得失，在云阳兢兢业业的
威海人才还有很多。坚持扶志与扶智相
结合，威海市充分发挥起人才、技术和
信 息 等 资 源 优势，选 定 了 1 5 所 中 小 学
校、1 3家医院，分别与云阳县的 1 4所学
校、5家医院结成帮扶对子，先后选派4 0
名教师赴云阳开展支教、送教活动，选
派2 8名优秀医疗卫生专家开展支医、医
疗培训工作。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上，威海与云阳建
立了完善的互访机制、工作对接机制和联
席会议机制，不仅全面开展党政考察、工
作对接、企业交流等活动，也在教育、卫
生、人社、农业、科技、商务、文旅等部门实
现了精准对接，分别签订部门扶贫协作框
架协议。

近年来，威海精心选派9名干部到云阳
挂职，交流专业技术人才162人次，帮助云阳
培训各类干部435人次、农村致富带头人和
贫困群众1076人次。今年，威海市共选派39
名专业技术人才到云阳挂职，云阳选派27名
专业技术人才来威海挂职交流学习。两地的

“串门”，为助力云阳快速脱贫提供了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相银 实
习生 顾雯)

12月6日，威海市、区级教
育教学研究中心教研员到钦村
小学指导语文教学研讨，钦小
全体语文教师参加评课及交流
研讨，有效开拓了教学思路。

（李霞）
为切实加强学校食品安全

教育，大岚寺小学近日举行了
食品安全教育主题宣传，目的
是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学生拒绝

“三无”食品。 （于海宁）
为丰富学生社区实践，

增强垃圾分类意识，11月22
日，后峰西小学40余名学生
及老师进社区宣传，发放垃
圾分类倡议书40余份。

（裴春红）
为更好地帮助青年班主任

教师管理好班级，12月3日,钦村
小学举行青年班主任培训，本

次培训以“积分管理实操应
用——— 班主任面对面交流会”
为主题。 （李霞）

本学期，大岚寺小学多举
措强化学生常规养成教育，从
细节入手，从活动落实，有力推
动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

（刘春娜）
11月26日，神道口小学举

行《课本里的新中国——— 感悟
传承 期待》语文特色化观

摩展示，加强学校之间的教学
交流，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毕雪洁）
近日，为推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神道口小
学党支部开展“初心十问”主题
党日活动。 （孙玉梅）

为提高在校学生的自我保
护意识，预防和遏制青少年违

法犯罪，12月3日,卧龙派出所毕
警官走进钦村小学进行法制教
育讲座。 （李霞）

为落实新基础教育理念，
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提高青
年教师课堂组织能力，本学期
高新区大岚寺小学分学科进行
常态课堂的教学研讨。

（曹宇）
近日，钦村小学开展教师

钢笔字比赛，增强教师基本功
训练意识，激励教师们互相交
流学习、提升，为老师们在今后
的教学中增添书写魅力。(杨娜)

12月2日至5日，神道口小学
两位老师参加山东省“学科育
人优秀教学课例”展示研讨，两
位老教师学中悟，悟中学，边学
边研讨，收获满满。

（王洪波）

速读

薛玉平在果园“授课”。

“精准扶贫”授鱼更授渔

鲸园街道与台儿庄运河街道签订共建协作协议

11月14日-15日，环翠区鲸园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侯世典带
队，街道班子成员、社区书记、共建单位
代表一行人来到台儿庄运河街道。除了
捐钱捐物外，精准扶贫还将鲸园街道社
会组织运营经验、优秀社区管理经验带
到运河街道，与当地社区签订共建协作
协议，下一步将从体系上帮助运河街道
实现共建共赢，推进当地街道及社区走
上发展的快车道。

自精致城市理念推行以来，鲸园街
道在构建精致社区方面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此行，鲸园除了捐衣捐物捐钱，还
将先进社区管理经验及社会组织基层

治理的宝贵经验带到运河街道，共议基
层治理，共同进步。当天，鲸园一行代表
同运河街道负责人签订社会组织建设
共建协作协议，同当地社区负责人签订
社区建设共建协作协议,将从党的组织
建设、社区居民自治、社区服务品牌创
建及社区公益事业等方面对运河街道
展开帮扶。同时，也将在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社区工作者增能等方面为运河街
道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共享，扶贫落于
实处。

今后，共建单位两端将会积极交流
经验，先进成果将并蒂开花，共建共赢。

(王媛媛)

校园内外

近期，乳山口镇中心学校组织开
展了以“问题提出—措施预设—实践
验证—效果评析—对比验证—总结提
升”为模式的教研活动。 （孙华超）

为及时发现和解决课堂教学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怡园中学开展了听评
课活动，此次活动对打造高效课堂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冷英杰）

为提高生物教学研究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大孤山镇中心学校召开“阅读

教学在生物教学中的利用”研讨会。

（林晶）

冬季火灾、交通等安全形势严峻，

为夯实校园安全防范基础，确保师生

安全，乳山畅园学校召开冬季校园安

全维稳工作专题会议。 （张海燕）

徐家镇中心学校开展“光盘行动

我参与”活动，倡导文明用餐，勤俭节

约，光盘行动已成为师生的自觉行为，

坚决杜绝浪费现象。 （蔡雁）

南黄镇中心学校开展发放“行洒
扫之风，建精致居家”活动倡议书活

动，引导全社会关注环境整治，为构建

和谐人居贡献力量。 （赵雪芹）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确保

学生路途安全，乳山市冯家镇中心学

校建立了学生路队制和教师导护制。

（肖佳）

为激发青年团员努力奋斗的热

情，近日，下初镇中心学校团委组织开

展2019年新团员入团仪式，团员们面向

团旗庄严宣誓。 （于蕾）

为提高师生紧急疏散和应对突发

事件能力，培养学生应急逃生自救技

能，育黎镇中心学校开展了“防空防踩

踏”疏散演练活动。 （宋建英）

为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近日乳
山市西苑学校开展了《让读书成为一
种习惯》晨读活动，让学生能够在阅读
中快乐成长。 （王平平）

乳山府前路学校开展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乳山市
府前路学校组织开展系列爱
国主义教育，通过外出参观、
请进校园、主题活动等环节，
践行初心使命。

走出去。该校组织在职党员，
退休党员和部分团员学生以及
党建活动包联的大风车、经纬、东
方儿童三个幼儿园的教师代表，
共赴胶东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接
受红色基因爱国主义教育。

进校园。组织学生集体收
看爱国主义影片《龙之战》，通
过集体观看优秀影片，让爱国
主义优良传统在新一辈青少

年中发扬光大。
开展“三重三亮”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开展“重温入党初
心，讲入党故事”征文比赛，对
照入党经历谈理想，谈信念，比
担当，比奉献，激发每个党员的
工作热情，将爱国主义精神践
行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中。

推进“星火计划”，依托
“党员名师工作坊”和“星火工
作室”，组织党员开展“党员有
约”活动，面向师生相互“约
课、约心、约读、约助、约访”，
解决师生的忧事难事。

推进“燎原行动”，通过党员
联系教研组、联系班级、联系学

生、联系新岗教师、上好一堂公
开课，以党员的担当作为推动学
校管理优质化，高效化发展。

通过开展系列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把加强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
个人自学、研讨交流、实地参观
等多种形式，加深党员干部对
初心使命的感悟，将开展主题
教育同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
结合起来，主动担当作为，把主
题教育中激发出的爱国热情转
化为立足岗位、发奋工作的实
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
创业的实际成效。 (宫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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