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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病房变直播间
女教师抱娃上网课

虽然很辛苦，但她不想让学生掉队

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申报仅剩20天
本报讯 5月11日，记者从马

云公益基金会获悉，马云乡村教
师计划和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申报
仅剩20天，乡村老师、校长们，赶
紧填写完整的申报材料并提交申
报，或许你就能在三亚与马云面
对面交流。与师范毕业生相关的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申报截止日
期将推迟至6月30日。

3月30日，2020年“马云乡村
教育人才计划”启动申报。该计划
包括“马云乡村教师计划”“马云
乡村校长计划”和“马云乡村师范
生计划”。前两个项目的申报截止

日期均为5月30日。
距离截止日期仅剩20天，在

此，基金会提醒还没有申报的乡
村教师、校长和准备投身乡村教
育的应届师范毕业生们，抓紧时
间登录官网（www.mayun.xin）、完
整填写申报资料，别错过最终的
申报日期！

马云公益基金会最终将从资
料填写完整的申报者中选出100
名“马云乡村教师奖”、20名“马云
乡村校长计划”入选校长和300名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入选师范
生。

获奖教师、入选校长除了获
得现金资助与专业发展机会外，
还将分别获邀参加每年腊八节举
行的颁奖典礼和授徽仪式，与马
云面对面交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
高校开学时间推迟，为能让更多
的应届师范毕业生申报马云乡村
师范生计划，项目组经慎重考虑，
决定推迟申报截止日期一个月，
即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的申报截
止日期为6月30日。

据了解，自3月30日开启申报
后，已有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四川师
范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庆
第二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山
东师范大学等在内的53所师范院
校，在官方渠道发布了马云乡村
师范生计划申报消息。

5月中下旬，马云乡村师范生
计划还将进行两场线上宣讲会，
通过获奖教师、入选师范生代表
以及项目负责人的分享，鼓励优
秀的应届师范毕业生申报。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阻挡了
乡村师生出门的脚步，却无法
阻挡大家学习的热情。马云公

益基金会的线上学习社区———
马云乡村教育学苑课程显示，5
月，将会有《提升教师幸福力》

《校长领导力——— 学校课程规
划与特色创新》两个系列课程
在线上开讲，希望可以有效帮
助乡村老师和校长们提升教
学、管理的能力。

马云公益基金会表示，每
位完整填写申报信息的申报
者，无论最终是否获奖或入选，
都会被邀请至马云乡村教育学
苑，老师们可以在线学习这些
特设课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超
通讯员 赵培佩 田秋月

孩子生病住院
一边看娃一边上课

“5月4日，孩子有点咳嗽，给他
吃了点药，但到晚上哭闹比较厉
害，连夜去了医院。”谈及当时的情
形，商萃萃仍心有余悸，当晚将孩
子送到医院时已经是5日凌晨，医
生诊断为支气管肺炎。由于孩子喘
得比较厉害，一直哭闹不止，需要
住院治疗，日夜陪护的责任落在了
商萃萃一个人的身上。

商萃萃说，孩子刚住院的前
几天，情况比较严重，每天从早
上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都需要
输液治疗，基本占据了整个白天
的时间，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平
时只能抱在怀里安抚情绪。

每天晚上，商萃萃还要起来数
次给孩子测量体温，观察孩子的情
况。同时，作为高二年级数学的任
课老师，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第二天
的课程，商萃萃只能趁孩子熟睡时
抓紧有限的时间备课、给学生批改
作业。等到白天，由于网课时间和

孩子输液时间交叉，为了克服困
哪，商萃萃便一边抱着正在输液的
孩子，一边给学生们上课。

“孩子生病需要照顾，但学
生们还需要上课，同样不能耽
误。”商萃萃直言，自己是一位母
亲，更是一名教师，高二正处于
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要面
临着考大学的压力，基础不能落
下，所以不管多忙，都不会耽误
学生们的学习。

收获暖心问候
不断鼓舞自己

“我和丈夫都是高中教师，
只要在岗一天，就要恪尽职守，
上好每一堂课，改好每一份作
业，做好一个人民教师应尽的义
务。”商萃萃与丈夫耿春雷同在
一所学校，丈夫是高三书法教
师，暂时封闭在学校陪伴高三的
学生紧张备考。由于情况特殊，
孩子住院的这些天里，耿春雷只
能用手机视频连线，询问孩子病
情，相互给对方鼓励与支持。

记者了解到，经过近一周的治
疗，现在孩子的情况逐渐好转，商
萃萃悬着的心也终于能够放下了。
当学生们看到敬爱的老师抱着生

病的孩子坚持上网课，纷纷留言：
“我们老师这几天一直都在给我们
上课，一次都没有迟到过，还及时
给我们改作业。”“我高三那会
儿，萃萃老师就很负责，每次数
学课她都是提前5分钟进班，跟
我们交流上堂课的内容，并耐心
询问我们掌握的情况，萃萃老师
是学生们心中尽职尽责的好老
师。”“在校是好老师，在家是好妻
子好母亲，为你点赞。”

一句句暖心的问候，一条条
真挚的信息，在商萃萃看来，这
是一种无形的动力，在鼓舞支持
着自己，也让过去一周自己的付
出更有意义。

“我不能让学生们失望，要
带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走好高
中的学习路、人生路。”谈及自己
的行为，商萃萃表示，一边是病
中的孩子，一边是自己的学生，
都是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人，自己
能做的就是努力去平衡好工作
与生活，哪怕自己辛苦点，也不
能让任何一名学生掉队。

“萃萃老师身体力行，排除困
难始终紧紧与学生站在一起，在平
凡的岗位上践行着为人师表的职
责，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位优秀教
师的职业精神。”一位同事评价道。

青岛通报典型案例
一年紧急止付8600万元

本报青岛5月11日讯（记者
张晓鹏 通讯员 冯晨原）

日前，青岛反诈中心通报多起
成功止付的典型案例。据悉，去
年青岛反诈中心紧急止付账户
4500余个，止付涉案资金8600
余万元，冻结涉案账户9900余
个，冻结涉案资金2 . 9亿余元。

4月16日15时，青岛市反诈
中心接到市民孙女士报警称：
当日添加嫌疑人QQ后进行刷
单，对方诱使其向嫌疑人提供
的A银行账户转账1 . 29万元，转
账成功后，孙女士发现自己被
骗了。

接警后，青岛市反诈中心
第一时间通知驻反诈中心的A
银行工作人员对嫌疑人账户交
易情况开展线下查询，查询到
下级账号为B银行账户，工作
人员对一级A银行账户开展紧
急止付操作。

经查，该涉案银行账户将
涉案资金全部转入二级B银行
账户上，中心立即对二级账户

办理锁卡并紧急止付，同时继
续追查，先后查询到4个涉案银
行账号，中心立即联系驻反诈
中心B银行、C银行、D银行工作
人员配合开展查询工作，并立
即对其全部进行紧急止付。最
终，在省反诈中心、驻点银行的
全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先后
成功止付六个涉案银行账户，
止付冻结涉案嫌疑资金18 . 52
万元。

5月2日10时，青岛市反诈
中心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
当日通过某APP浏览兼职信息
找工作，在嫌疑人的诱骗下，
刘先生通过银行卡向其提供
的某银行账户转账6 . 7万元。
接警后，市反诈中心立即通知
驻中心相关银行工作人员对
嫌疑人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开
展线下查询，同时通过绿色通
道开展线上紧急止付，成功止
付涉案嫌疑资金14 . 69万元，为
受害人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
失。

左手怀抱病中的
婴儿，右手不停敲击
着鼠标，为视频那头
一百多名学生上着网
课。近日，一张在病房
里上网课的照片在朋
友圈刷屏，背后的故
事也感动了很多人。
照片中的女主人公是
聊城冠县实验高中高
二数学老师商萃萃，
一周前，她年仅一岁
多的孩子生病住院，
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
进度，商萃萃将电脑
搬进病房，一边照顾
孩子，一边给学生们
上网课。

商萃萃在病房里

一边抱着生病的孩子，

一边给学生们上网课。

受访者供图

本报济宁5月11日讯（记者
王博文 见习记者 唐若

程） 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的
金乡，冷库蒜价格在三周内呈
现一路下滑态势。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金乡县大蒜产业
信息协会获悉，4月初到5月9
日，一般混级冷库蒜平均价格
从3 . 75元/斤连续下降到1 . 4元/
斤。业内专业人士认为，每年4、
5月份，都是大蒜价格出现波动
的时期，此次大蒜价格下降幅
度虽然较大，但仍处于正常的
价格波动区间。

5月10日，在金乡县城一处
冷库，负责蒜商交易的市场经
纪人告诉记者，近期有不少蒜
商看着冷库蒜价格一路下滑，
赔本出手售卖，还有一部分蒜
商卖掉有些舍不得，打算把大
蒜切片加工，这样便于储存，拓
宽销售渠道。

“每年4、5月份是新旧大蒜
并存之时，新蒜逐步上市，冷库
也已到期，开始大量出货，供需
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大蒜价格
出现浮动。”金乡县大蒜产业信
息协会秘书长张宏波向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展示了墙上
挂着的一张大蒜价格走势图，
上面有十几年的大蒜种植面
积、存储量、价格和指数，这些
曲线并不平稳，在不少年份都
有大的起落。

张宏波还向记者展示了几
组数据：2016年4月4 .68元/斤，5月
3 . 65元/斤；2017年4月9 . 5元/斤，5
月1 .8元/斤；2018年4月1 .1元/斤，5
月0 .95元/斤；2019年4月2 .5元/斤，
5月2 . 6元/斤；2020年4月2 . 86元/
斤，5月1 . 4元/斤。每年4、5月份的
月平均价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浮动。

张宏波告诉记者，此次大
蒜价格三周内下降幅度虽然较
大，但仍处于正常的波动区间，
他表示，根据以往情况来看，接
下来大蒜价格的涨跌幅度将逐
渐趋于平稳，“蒜价已经到近几
年的低价位，蒜价上涨的空间
要比下降的空间大。”张宏波认
为。

张宏波说，大蒜价格下降
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去年大蒜
价格卖得高，今年有不少村民
盲目跟风扩大大蒜种植面积，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金乡大蒜
种植面积较去年增加1 8%左
右，这导致了今年新蒜产量随
之增加；二是去年大蒜库存量
比较大，囤积了大量余货，当前
冷库即将到期，致使不少储存
商大量出货；三是去年收的大
蒜价格比较高，很大一部分储
存商借用了配资，由于大蒜价
格的下滑出现了穿仓现象，也
就是配资人也跟着赔钱了，储
存商的出售积极性相对提高。

新蒜即将上市
金乡冷库蒜价格连降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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