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余家自媒体大V“组团”身临“齐”境
与“淄”共生，更好传递淄博声音，讲好淄博故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超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
的发展，越来越多自媒体人有了
发出声音、表达观点的多元渠道
和平台，自媒体的出现，丰富了舆
论场的参与者，也让传播和声音
变得更平易近人。

当然，表达的边界如何界定，
自媒体往往过多遵循着自己的判
断，少了些作为旁观者的理性和
思考。

今年3月10日，淄博市委书记
江敦涛到新闻单位调研并召开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守正创新，找准坐标定位，讲
好淄博故事、传好淄博声音、聚好
淄博力量。

江敦涛强调的这句话，同样
适用于自媒体。

关心城市发展脉动的人不难
发现，今年以来，淄博变化显而易
见。从啤酒节到音乐节，从新材料
论坛到新经济大会，淄博变得年轻
起来，并充满活力，而青年创业友
好型城市“筑巢引凤”，也开始吸引
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座城市。

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数字
文旅等等新的经济业态开始显
现，淄博加速崛起的步伐越来越
快，路径越来越清晰，阵痛过后，

正迎来新的生机。
为进一步加强自媒体管理及

提升自媒体的业务技能，并以此
更好地促进自媒体讲好淄博故
事、传好淄博声音、凝聚淄博力
量，淄博市委网信办主办，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策划并承办了本期

“身临’齐’境 与’淄’共生——— 淄
博自媒体感受淄博之变”活动。

活动将于11月13日至14日举
办，由业务培训、实地参观、亲身
访问三部分组成。活动将邀请具
有超过10年实操经验的传媒界大
咖，就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
设、新媒体发展趋势、自媒体内容
规划等方面，与20余位淄博自媒

体大V进行互动。
同时，20余家自媒体将参观

中心城区，感受不断提升的城市
“颜值”和“气质”，还将深入沂源
和淄川，接受红色主题教育，并就
农业3 . 0、营商环境改善等主题进
行参观采风。活动最后，主办方还
将举办一场以“自媒体再定义”为
主题的夜话，共同探讨自媒体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担当之路。

这是一次感受淄博变化之
旅，也是一次媒体交流之行，通过
活动，自媒体将在如何更好提升
传播力、再造影响力方面得到启
发和提升，从而更加有力、有效地
传递淄博声音，讲好淄博故事。

S29滨莱高速桓台北收费站通车
对缓解交通压力将起到重要作用

本报淄博11月12日讯(记者
樊舒瑜 见习记者 周英豪)
12日上午，S29滨莱高速桓台北

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此次新投
入使用的桓台北收费站，位于桓
台县马桥镇、田庄镇和荆家镇的
结合部，东接西十三路、西接高
淄路，双向8车道，其中ETC4条，
可直接服务周边2000家企业。

据悉，S29桓台北互通立交
及连接线工程位于既有滨莱高
速K40+560—K41+850范围内，互
通所处范围高速西侧为孝妇河，
南侧为南干渠，S29滨莱高速桓
台北互通立交匝道全长2 . 5公里，
加宽滨莱高速公路路基长1249
米，路基土石方23 . 66万立方米，
大桥1座，长度126 . 48m；中桥2座；
新建圆管涵4道；通道4处。收费
站1处，采用4进4出。

桓台北互通立交匝道设计
速度40km/h，单向单车道匝道宽
度10 . 5m，对向双车道匝道宽度
19 . 5m。S29滨莱高速桓台北互通
立交采用匝道收费站设于东南
象限的A型单喇叭方案。本项目
及相关规划道路实施后，可成为

博兴南、桓台北、邹平北的一条
快速通道，继而成为G308的一条
并行线路，对于分流现有G308文
石线交通量，缓解其交通压力将
起到重要作用。

据悉，省委省政府制定并实
施九纵五横高速路网建设以来，
增加城市、以及重点经济地区高
速上下口密度，是高速公路建设
的重点工作之一。工程开工后，
淄博先后增加了滨莱高速淄博
西收费站、文昌湖收费站、博山
北收费站等多座高速路上下路
口。

作为桓台县“四位一体”的
区域大北外环，桓台北互通立
交及连接线工程的顺利通车
及桓台北收费站开通运营，为
桓台北部、高青南部及邹平东
部区域的车辆提供了更加便
捷的高速公路上下通道，有效
分 流 现 有 桓 台 互 通 立 交 和
G308文石线的交通量，既能减
小桓台县城区的环保压力，又
能连通城乡资源要素，进一步
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加强沿线
各区县的经济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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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起凤镇鱼龙学校小学部：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为引导学生学会感恩，增强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传承优良家
风，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重阳节期间，鱼龙学校小
学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以“我们
的节日.重阳节”尊老敬老为主题
的系列敬老活动。 (巩轩雨)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为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工作，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逃
生技能，近日，新城路小学开展了
消防安全教育活动。师生一起认
真观看学习了网络直播的“学校
消防安全公开课”，学习了学校各
类场所的消防安全常识。(周颖）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

为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组
织归属感，教育引导队员们听党
的话，跟党走，从小学习做人、从
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日
前，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以“我
是小小追梦人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为主题的队日活动。 (丁兰)

沂源四中：

组建“爱心图书角”

为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提
升学校的文化内涵，促进学校文
化建设，近日，沂源四中组织全校
各班建立“爱心图书角”。“爱心图
书角”所有图书均来自师生捐助，
历史名著、经典古诗、外国文学、
学习资料等种类齐全。(刘士春)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体育节广播操比赛

为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课
间操质量，促进班级间的友谊和
交流，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集
体主义思想，近日，振兴路小学举
办了第九套广播体操的会操比
赛。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运动水
平提高。 (耿伟)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为提高广大学生的交通安全
意识,近日，中庄镇中心小学组织
了以“文明交通”为主题的班会活
动。各班班主任结合实际情况,围
绕同学上学、放学应注意的步行
安全、乘车安全、骑车安全等基本
常识进行耐心的教育。(孙宵晓)

实行教师陪餐制度 为加深
师生感情，使老师更好了解学生
思想动态，近日，沂源四中开始实
行教师陪餐制度。 （刘士春）

开展足球社团活动 为提高
学生身体素质，丰富学生课余生
活，近期，沂源县河湖中学开展了
足球社团活动。 (齐林)

我与祖国共成长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开展了“我
与祖国共成长”爱国主义教育月活
动,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渗透。(崔君玉)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为加强
家校沟通,解决家长在教育孩子过
程中遇到的疑惑,近日,沂源四中举
办了家庭教育讲座。 (刘士春)

争做好队员活动 日前，沂
源县荆山路小学开展了以"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我们是小小追梦人"
为主题少先队活动。(杜青青 孙静)

日前，赵庄幼儿园开展“走近
家庭 温暖心灵”家访活动。全园
共有240名幼儿，教师家访率达到
100%。此次家访活动让家长了解
孩子的近期表现，有效实现家园
沟通，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了
保障。 （郗目玲）

沂源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

开展温暖心灵家访活动

为促进家园共育，有效利用
家长资源，增进亲子间的情感，激
发幼儿和家长参与活动的兴趣和
热情，近日，王家泉幼儿园开展了
家长进课堂活动。让幼儿了解成
人世界里有哪些工作，感知家长
在外工作的辛苦。 （陈洪菊）

沂源县王家泉幼儿园：

举行家长进课堂活动

为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高
质量完成扶贫任务，近日，龙王峪
幼儿园召开扶贫工作专题会议。
传达县教体局扶贫工作会议精
神，强调全体同志要高度重视，统
一思想，明确任务，抓好落实，将
工作做好、做实、做细。 (陈德启)

沂源东里镇龙王峪幼儿园：

召开扶贫工作专题会议

日前，埠村幼儿园举行了“寒
风乍起话立冬”主题教育活动，让
幼儿掌握二十四节气，了解立冬
的传统文化。各班举行了“五彩水
饺大比拼”“我给水饺穿花衣”等
具有立冬风俗的活动，让孩子健
康、愉快的度过冬天。 (宋晨晨)

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幼儿园：

举行立冬主题教育活动

为唤起学生尊老、爱老、敬老
的意识，近日，悦庄镇中心小学开
展尊老敬老感恩主题教育活动。
学生通过给老人做一件力所能及
的事，与老人暖心交流等实践方
式，懂得了孝敬长辈要从自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梁海亮 齐麟)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尊老敬老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养
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日前，千乘
湖小学举办了学生体质健康达
标运动会。本次体质健康达标运
动会分年级进行，并将测试对象
划分了不同的组别。 (韩旭强)

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举行健康达标运动会

近日，西台幼儿园开展多彩
户外游戏活动。活动中教师充分
挖掘每种器械的价值，鼓励幼儿
自主选择，探索器械的多种玩法。
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调动幼儿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体育活动更
富有变化、更具有魅力。 (周娜)

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

开展多彩户外游戏

为从小厚植幼儿的爱国主义
和家国情怀，日前，淄川区实验幼
儿园组织了“向祖国敬礼——— 我
爱我国家”主题教育活动，各班开
展了手语表演《国家》、绘画天安
门、粘贴国旗、观看开国大典和进
行升旗仪式等活动。 (马永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进行爱国主题教育

为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
活，激励学生们具有积极向上、
乐观进取的精神,增强学生的集
体主义观念,日前，沂源县历山街
道办事处鲁山路小学举办“深深
爱国情，共筑中国梦”歌咏比赛
活动。 (王晗)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办爱国歌咏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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