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感动淄博”年度人物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19,他们温暖了淄博整座城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王建

炜 樊舒瑜) 16日晚，扳倒井杯
2019“感动淄博”年度人物颁奖典
礼在淄博广电大剧院隆重举行。
市领导毕荣青、王法亮、蒲绪章 ,
淄博军分区副司令员吕光亮出
席颁奖典礼。

颁奖晚会上，以事迹短片、
人物访谈、情景剧表演等多种形

式，生动再现和展示了获得2019
“感动淄博”年度人物的感人事
迹。他们中有用生命践行初心，
乡村脱贫领头人张继学；身背呼
吸机屡破大案，挽回人民群众财
产损失的张店区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长耿一民；23年不离不弃，撑
起丈夫余生和家庭的解翠萍；耄
耋之年笔耕不辍，致力民歌保护

传承的刘洪早；创新乡村旅游新
模式，带领村民致富的赵东强；
弘扬老干部光荣传统，广泛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的陈大鲁；关爱自
闭症儿童，搭建守护家园的李
彤；打通偏远山村医护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第一村医”代表；
危难时刻勇于担当，向险而行的
淄博市抗战台风“利奇马”抢险

救灾英雄群体；接续奋斗的乡村
振兴追梦人——— 临淄区“十个全
覆盖工程”优秀群体。颁奖典礼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接连不断，
700多名观众近距离聆听了“感动
淄博”年度人物的心声,感受了他
们的人格魅力。

2019“感动淄博”年度人物颁
奖典礼，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为实现淄博凤凰涅 、加速
崛起提供精神力量和道德支
撑！

宣传资助政策 近日，沂源县
西里镇金星完全小学开展全面贯彻
落学生资助工作活动。各班级在微
信群、qq群宣传资助政策，让家长进
行系统自主学习。(王兆云 王桂荣)

开展涂鸦活动 日前，沂源
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走进孩子的
涂鸦世界活动，让幼儿在愉悦、轻
松的心态中大胆创作，体验绘画
的乐趣。 (孟令霞 王娜)

青年教师演课比赛 为提高
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促进学
校青年教师成长，近日，沂源县南
麻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举行青年
教师演课比赛。 (苏圣婷)

课改开放交流 为全面展示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成果，日前，沂
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成功举办了
第十届课改开放展示交流活动。

(梁海亮)

服务送上门 近日，沂源县
新城路小学交通安全校长带领工
作人员到校，免费为广大教职工
进行电动车登记挂牌服务，受到
大家的好评。 (周从容 戴元香)

剪窗花赏民俗 近日，沂源县
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开展了“巧手
剪窗花”活动。锻炼了孩子们的动
手能力，培养了幼儿感受美和创
造美的能力。 (杨丽)

探讨课程设置 日前，淄博市
工业学校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召
开会议，针对计算机当前最新发展
的趋势，对计算机专业开设课程设
置进行了探讨。 （杜希海）

看望援藏教师 近日，沂源县
教育和体育局领导到沂源二中走
访慰问支援西藏教育的李学章老
师。并对沂源二中连续9年支援新
疆、西藏的教育提出表扬。(刘念华)

召开家长会 近日,沂源四中
召开家长会。据悉,该校将设立家
长开放日,要求家长进课堂与学生
一起上课、听课,了解学生在学校
的真实表现。（刘士春 翟乃文）

学习于漪老师 为进一步
加强师德教育队伍建设，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开展“向于漪
老师学习，争做‘四有’好老师”
主题教育活动。 (黄晓艳)

淄博职业学院大学生传媒中心

获评全国百强校媒“十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陈江宁

日前，2019年度全国百强校园
媒体评选结果揭晓，淄博职业学
院大学生传媒中心入选百强并
被评为“十佳职院媒体”。

本次评选活动是由中国青
年报社、中青校媒组织开展的，
旨在通过线上展示校媒品牌活
动、优质内容等方式，让更多大
学生了解校园媒体，进一步扩大
其影响力。全国1200余家校媒积
极参与。

活动根据校园影响力、品牌
活动、优质内容等指标，同时综
合省份、WCI、发展力等因素，对

各校媒进行了综合评比，分本科
高校、职业院校两部分各评出百
强，百强中又择优分别评出10个

“十佳”和30个“优秀”。
淄博职业学院大学生传媒中

心是该院倾力打造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阵地，自2016年正式成立以
来，依托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微
博、网站以及大众网络媒体等，在
新闻宣传、网络文化传播、校园文
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心重点负责
运行的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淄
博职业学院微校园”现为全国职
业院校官微五十强、山东教育政
务新媒体综合力十强、山东最具
影响力高校政务新媒体。

张店区第二中学：

教师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高青三中：

召开第四届三次教代会

近日，高青三中召开了第四届
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宋校
长的《学校工作报告》回顾了一年
来学校取得的工作成绩，同时还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新
的一年学校的总体工作思路和主
要目标任务。 (樊武田)

桓台县起凤镇起凤小学：

开展寒假安全教育活动

为加强师生寒假期间安全教
育工作，杜绝意外事故发生，近日，
起凤小学多举措开展寒假安全教
育工作，强化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召开安全部署会议；组织全员安全
教育；组织“小手拉大手 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签名活动。(田文静)

为响应张店区委办公室和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无偿献血的号
召，在校党支部和工会的精心组
织下，张店二中教师积极踊跃报
名参加此次献血活动。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着二中人的爱心
和社会责任感。 (张继丹)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举行拒绝有偿补课签字

为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加强
“树师德、铸师魂、正师风”师德师
风教育，弘扬廉洁从教，杜绝有偿
补课现象，近日，高青县中心路小
学组织全校教师签订了《高青县中
心路小学在职教师拒绝从事有偿
补课承诺书》。 (韩元素)

周村区教育和体育局：

有效防范民办培训风险

近期，个别省市有校外培训学
校因资金链断裂相继关门、跑路的
事件发生，给广大学生及其家庭带
来较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为吸取
教训，杜绝此类事件发生，近日，周
村区教育和体育局，不等不靠，主动
作为，开展防范化解民办学校(培训
机构)重大风险工作。(王江 刘彦廷)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走访慰问退休教师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铝城一
中刘学校长、范公章副校长、郭全
坤副书记等7位学校领导分别带队
组成7个慰问组，走访慰问退休老
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并带去学
校精心准备的慰问品，送上了新
春佳节的美好祝福。 (赵永志)

淄博大剧院“晒出”运营成果“成绩单”,全年接待观众12余万人次

“走进高雅艺术殿堂”活动年内启动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樊舒

瑜) 16日上午，2019年淄博大剧
院运营成果发布会举行。据悉，大
剧院目前共完成各类演出184场，
全年接待观众124028人次，歌剧
厅观众上座率64%。2020年，大剧
院将正式推出“走进高雅艺术殿
堂”大型公益活动，让怀揣艺术梦
想的市民有机会走上大剧院的专
业舞台一展风采。

记者从会上获悉，淄博大剧
院自2019年3月启用以来，共完成
各类演出184场，其中自营演出
113场，政府公益演出21场，租场
演出16场，艺术普及讲座34场。其
中自营演出113场中，由国外著名
演出团体，国内中央、文化部直属
文艺团体，荣获全国性、国际性大
奖的文艺团体演出的A类演出共

45场，B类演出43场，C类演出25
场。全年接待观众124028人次，歌
剧厅观众上座率64%，音乐厅观
众上座率65%；全年观众满意度
98%；发展会员27562人，微信粉丝
关注量37311人。

举办首届淄博大剧院八喜打
开艺术之门活动，艺术之门活动
持续53天，组织25个国内外优秀
演出剧目、28场精彩演出，5个主
题夏令营活动圆满完成。组织举
办首届淄博大剧院艺术节，艺术
节时间跨度四个月，安排演出35
场。组织策划杨丽萍作品——— 舞
剧《春之祭》系列营销活动。组织
举办淄博大剧院市民开放日活动
2次，接待观众8000人次。启动走
进高雅艺术殿堂大型公益活动，
组织文艺爱好者走进大剧院进行

文艺演出。举办淄博大剧院高雅
艺术进校园活动，邀请“八骏室内
乐团”的优秀演奏员，走进张店八
中开展民乐专场知识讲座。为同
学们带去了丰富的民乐知识，提
高学生们的艺术鉴赏力。

2020年，大剧院将正式推出
“走进高雅艺术殿堂”大型公益活
动，让怀揣艺术梦想的市民有机
会走上大剧院的专业舞台一展风
采。艺术共享，全民参与，弘扬群
众文化，丰富百姓文化生活，“走
进高雅艺术殿堂”大型公益活动
将持续进行下去，不分年龄阶层，
不限制艺术门类，全免费参加，只
要有一定艺术基础的市民均可参
与，同时将不定期组织不同类型
的汇报演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
上专业舞台。

“你送我检”活动进市场

农产品安全现场测

本报1月1 6日讯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杨光 夏
新玉 ) 在春节来临之际，张
店区市场监管局走进常青园
农贸市场，开展“你点我检”食
用农产品现场抽检活动，为市
民免费检测蔬菜、水果、肉等
农产品。

16日上午，在常青园农贸
市场，许多买完菜的消费者，
将手中的蔬菜交给工作人员
进行了快检。工作人员称取样
品后，经剪碎、浸泡、试剂反应
等工作流程进行快检，工作人
员现场公示所送样品的快速
检测结果，并为市民提供食品
安全科普知识咨询服务。

“猪肉的快检与蔬菜不

同，能够现场出具检测结果。
工作人员用检测仪注入肉类
进行10次检测，计算出的平均
值，若超过77%，则为注水肉，
目前我们检测的这块肉的数
据65 . 8%，属于合格肉类。”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活动还倡导设置有
快检室的商超、农贸市场免费
对消费者开放，提高公众的参
与度，随时快捷检测食品安
全。开展“你送我检”活动，进
一步普及了食品安全科普知
识，拓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
督渠道，引导广大市民关注食
品安全参与食品安全工作，保
证市民将安全健康的食品带
回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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