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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1、高档野生即食
刺参：6-8年壮年参，肥
美新鲜，买3斤送3斤，6
斤只需9 9 9元。本周特
惠“买6斤送8斤”，14斤
只需1998元。

2、长岛野生即食
“参王”：个大刺好，8年壮
年参，纯天然、肉厚、口感
佳，市场价550元/斤，现
买2斤送2斤，4斤1100元。
本周特惠“买4斤送5斤”，
9斤只需1996元。

3、长岛野生淡干
海参 :6年以上壮年参，
刺好肉厚涨发高，特惠
买1送1。

4、高档沂蒙山野
生成熟蜂蜜：纯天然，
香甜可口，无添加不勾
兑，本周特惠买5斤送5
斤，10斤仅299元。

电话：400-848-7677
(各地免费送货)
地址：济南制锦市街31
号瑞品堂 (五龙潭西门
北200米，13中南)

海海
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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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蜂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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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99元元
1100斤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乔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获
悉，1月14日，大连夏家河子海
滨浴场浮冰上59人被困，北海
救助局紧急派遣救助直升机
B7126成功救起28人。剩余人员
被其他力量救起，现场59人全
部转危为安。

据悉，12时20分，交通运输
部北海救助局救助值班室接辽
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大连夏
家河子海滨浴场女神像附近浮
冰上的59人离开岸边无法返
回，情况紧急，请求救助。

接报后，北海救助局高度
重视，要求值班室全力组织救
助力量开展救援，并立即派遣
救助直升机B7126紧急从大连
机场起飞前往救助。12时58分，
B7126抵达事发海域。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和现场
情况，B7126机组人员经紧急风
险评估和磋商后，迅速制定救
助方案，立即展开救助，成功将
28人成功救助至岸边，剩余人
员被其他力量救起，现场59人
全部转危为安。

据介绍，事发现场东南风6
级，浮冰突然断裂，漂离岸边，
且在持续漂移，造成人员被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宋银生

1月13日下午5点30分，菏
泽曹县庄寨镇祥符寨北村吕贵
山从一池塘里破冰救起三个小
孩，消息传开后，迅速温暖了整
个寒冬，乡亲们都说，要不是吕
贵山挺身而出，三个孩子的生
命怎么也保不住了。

“有人落水了，赶快救人！”
1月13日下午，吕贵山正在家里
做木材生意，忽然听到对面朱
全贵老人一直在喊。吕贵山听
到呼救后，三步并作两步往河
边跑，当他跑到河边时，看到有
两个小孩在离岸边3米处的冰
窟窿里挣扎。

他顾不得脱下衣服，奋力跳
进冰水中，向小孩游去。他用胳
膊当工具，尽全力破冰前行。他
本想一手抓一个小孩向岸上拖，
由于离岸面3米处的水深达5米，
他两脚不沾地怎么也拉不动，只
得一个个孩子往岸上拖，由于他
仨的衣服全湿透了，费了好大劲
才把两个小孩拖上岸。

把两个孩子救上岸，还没
来得及站稳脚跟，忽然又听到
有人说，里面还有一个小孩，由
于落水时间长，小孩开始下沉，
只看到有衣服漂在水面上。听
到后，他不顾全身冻得打战，再
次跳进冰水中，用同样的方式
把这个小孩救起，并把小孩抬
到一个板厂办公室取暖。被救
起的孩子脸已发黑，肚子饱满，
他和随时赶来的村卫生员周广
勇为小孩进行心脏复苏，经过
紧急抢救，小孩终于喘了口气，
脱离生命危险。

原来三个小孩一块儿到冰
面上抓鱼，4岁的小女孩杨杨先
掉进了冰窟窿，5岁的男孩米辰
坤和4岁的女孩杨梦桐俩人见
同伴掉入水中，也伸出援手相
救，结果俩人都滑入水中。后来
村民们才知道，吕贵山在跳水
救人之中，顾不得多想，还把手
机忘在了衣兜里进水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为进一步提高热线办理效
率，加快市民社保类咨询办结时
效，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携手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于2020年12月23日试开通运行
了12345热线社保卡专家坐席。
12345热线社保卡专家坐席将于
即日起正式运行。

目前济南持卡人数已达到
820万，人员基数大，咨询量相对
较多，咨询类型繁杂，每月社保
卡方面热线受理量3万余件。
12345热线与市社保中心携手开

通社保卡专家坐席，受理包括社
保卡的制卡、挂失解挂、密码重
置/修改、省内异地使用以及电
子社保卡等相关业务。

据了解，社保卡专家坐席
开通后，市民拨打12345热线，
热线受理人员将在电脑端登录
社保卡信息查询系统，根据市
民提供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等基
本信息，查询社保卡照片、制卡
电话、制卡银行、卡状态、卡操
作历史、制卡进度等相关信息，
目前全省各市社保卡相关信息
都可以通过12345实现在线查
询。

12345热线社保卡专家坐席

开通后，对于市民反映的社保卡
的一般问题，由热线受理人员直
接解答；若涉及社保卡专业性比
较强的事项，受理人员无法直接
答复的，将现场转接至12345热
线社保卡专家坐席进行解答；仍
无法解决的问题还可转派工单
至社保中心落实处理。工作日将
设置5名专家坐席，周末设置4名
专家坐席，实现专家坐席人员全
时段在岗值守，第一时间为市民
解疑答惑。试运行至今，热线共
受理社保类相关诉求3万余件，
其中社保卡业务1 . 7万余件，转
办率为3 . 79%，较去年同期降低
64 . 73%。

59人被困浮冰

直升机紧急救援

“泉城总客服”再发力，咨询服务“一次办好”！

12345设立社保卡专家坐席

仨小孩抓鱼落水
好汉破冰救人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崔岩

山东援疆实验班

冬日的喀什，入目满是银装
素裹。1月12日临近中午，喀什二
中高三（3）班，教室内高考备战
的气息下，悬挂在墙上的“泰山
天山根连根，鲁喀师生一家亲”
的红色标语充满温情。

这是喀什二中的山东援疆
实验班之一。

“改变以往援疆教师替当地
老师顶岗上课的单兵作战模式，
把援疆教师嵌入本地学校管理
队伍当中，带动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理念的提升，通过‘管理组团’
实现业务托管。”山东援疆干部、
喀什二中副校长吴鹏接受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表
示，“山东援疆实验班”由援疆教
师担任援疆实验班班主任和主
要学科任课老师，引领年级教学
发展。

喀什二中“山东援疆实验
班”教学质量稳居同类班第一，
高考本科上线率达78%，增幅超
过20%。目前，喀什二中已实现

“山东援疆实验班”高中段全覆
盖。

吴鹏说，“山东援疆实验
班”，是更好发挥援疆教师示范

作用的一种新尝试，由原来学科
教研带动向整体班级建设引领
转变，可以说，整体引进山东经
验。

喀什二中生物老师田沙沙
的课堂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目睹了学生们积极参与其
设置答题环节的热情高涨。

“其实，我的很多教学理念
和教学方法都来自山东援疆结
对‘师傅’。”喀什本地教师田沙
沙说，援疆老师将自己的课堂打
造成“示范课”，开门授课，本地
老师随时可以推门听课，自己就
很受启发。

结对带教，同样出现在麦盖
提县。“我们建立了援疆教师‘1
+X’结对帮扶机制，每名援疆教
师结对3—5名当地年轻教师，结
对帮扶500余名教师。”1月14日
上午，日照援疆干部、麦盖提县
教育局副局长王义朋告诉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构建鲁疆
教育共同体，“输血”与“造血”并
重，带动当地教育教学质量全面
提升。

“开展‘青蓝工程’师徒结
对，援疆老师和本地老师结对带
教，本地老师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涌现出一批像田沙沙一样独
当一面的青年教师。”吴鹏说，除
了结对交流，山东发挥援疆桥梁
纽带作用，协调山东优质教育资
源精准帮扶。

特殊的“鲁喀奖学金”

喀什二中的案例，只是山东
教育援疆的一个缩影。

麦盖提实验中学与日照实
验高中，央塔克乡鲁疆爱心小学
与日照朝阳小学利用课堂实时
录播系统，实现了教学教研、高
效课堂等常态化互动……王义
朋介绍，日照成立了南疆地区首
家教育援疆中心，通过鲁疆前后
方整合共享教育资源，推进“立
体组团式”教育援疆。

就在上个月，2020年度鲁喀
“山东援疆奖学金”发放，喀什地
区4700名师生获奖学金，学生每
人1000元，教师每人2000元。盘
活援疆资金利息，用于当地教育
事业，这一创新做法，也成为山
东援疆新的品牌。该奖学金自
2018年设立以来，三年内已有
14100名师生受到奖励表彰。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山
东教育援疆累计投入10 . 49亿
元，在喀什四县实施援疆项目
109个，新建改建中小学82所，幼
儿园143所。山东省已陆续选派
教师1437名至喀什地区支教。

国学文化沁润校园

建筑古朴、编钟精美、抚琴习
字考究……1月13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身处英吉沙县国
学书院，浓郁的邹鲁之风扑面而
来。这是目前喀什地区功能最完
善、建筑面积最大的国学书院。

文化润疆，济宁得天独厚。
英吉沙县国学书院建筑面积
3147 .6平方米，投入援疆资金800
万元，是以原英吉沙县图书馆为
基础，改造提升的一所集国学教
育、研学旅游、培训体验于一体
的综合性书院，2019年10月开业。

“仅2019年就有18570人来
此参观培训，受疫情影响，2020
年我们改变教学方式，面对面网
上授课，受益人群达2万余人
次。”英吉沙县国学书院副院长
彭松林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国学书院开展研学旅行，
进行国学课程以及书法、古琴、
活字印刷等课程教学，承办教育
局中小学线上直播课程，28所中
小学学生直接受益。

文化润疆，高标准打造国学
教育基地。近年来，山东援疆队
伍在喀什地区逐步推进国学教
育，在对口援助的疏勒、英吉沙、
岳普湖和麦盖提四县推进国学
文化进村进校，17所中小学开设
国学书院、国学课堂等，在15个
村开展国学下乡活动，让孩子们
感受到齐鲁文化的魅力，增进山
东和新疆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
团结和文化繁荣发展，达到了文
化润疆的效果。

②②

十三五以来我省在喀什四县实施援疆项目109个

打造“立体组团式”
教育援疆山东样板

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
对新疆喀什地区的孩子来
说，伴随着山东援疆老师们
的到来，有了新的解读。

除了更大更明亮的教
室、更好更先进的教学器
材，山东教育援疆带来的，
还有更成熟的教育理念和
教学方法。通过“立体组团
式”教育援疆，如今，喀什学
生不出家门就能享受优质
教育，越来越多的孩子获得

“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新疆喀什二中高三（3）班，生物老师田沙沙运用山东“师傅”的教学理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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