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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怀磊

近日，高唐县公安局森警大
队联合赵寨子派出所通过深入
摸排、细致查控，成功打掉一非
法猎捕野生动物犯罪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3名。

4月17日凌晨2时左右，赵寨
子派出所巡逻民警在车巡至高
唐县赵寨子镇张庙村东二干渠
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形迹可
疑。盘查发现，车后备箱内有大
量活体刺猬，头灯两个，红外线
探测仪两部，钳子两把。经询问，
车内人员王某、李某系夫妻，均
系外地人员。二人于4月16日晚，
由外县驾车窜至高唐，沿高唐县
马颊河两岸，利用夜间照明行猎
的方式非法猎捕活体刺猬71只。
民警在固定证据后，第一时间将
71只活体刺猬放回大自然。

经审理查明，王某曾于2019
年6月因非法收购刺猬皮被当地

警方查处，近期违法猎获的刺猬
均交由江某宰杀，宰杀后鲜刺猬
皮均存放于莘县江某家中。民警
随即赶赴莘县，将江某在家中抓
获，并在其家中冰柜内当场查扣
鲜刺猬皮198张、干刺猬皮9张、
刺猬胴体395只、热成像仪1部。

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某、李

某等三人利用夜间照明行猎的
方式，在禁猎区、禁猎期非法猎
捕野生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
一条之规定，涉嫌非法狩猎罪。
目前，三人已被高唐警方依法采
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71只刺猬险遭剥皮

高唐警方打掉一非法狩猎犯罪团伙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文元 邢丽明

近日，聊城高速交警莘县
大队民警视频巡查时，发现一
辆白色小型汽车随意停在德商
高速商丘方向169KM+50M处

的应急车道上。驾驶员和后座
乘客先是下车“方便”，随后两
人上车，在出发前，后座乘客将
一包“垃圾”倒在应急车道，接
着又一饮料瓶“飞”出车外，简
直把应急车道当成了“垃圾回
收站”。

民警立即电话联系了驾驶
员，要求尽快驶离，并对驾乘人
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
定，该车驾驶员将面临罚款200
元、记9分的处罚。

聊城高速交警提醒，在高速

公路应急车道特别是匝道口随
意停车，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很
容易引起交通事故。请驾驶员提
前规划路线，安排在服务区休息
或者调整。

高速上不文明行为全被拍下

这名违法司机被罚款扣分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国家
安全意识，推动校园安全工作，
近日，东昌府区嘉明实验小学利
用多种宣传阵地和资源，开展丰
富的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学校利用LED电子
显示屏不间断播放宣传标语。同
时，举行了以“国家安全”为主题
的升旗仪式，倡议每一位同学担

负责任，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
高综合素质，做新时代合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牢固树立国家安全利
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此外，开展了小学生国家安
全教育手抄报、进行主题班队活
动，以讲故事、观看国家安全教
育宣传片等方式科普国家安全

教育，传播安全知识，共筑安全
防线。

本次活动，使全校师生充分
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意
义，增强了国家安全责任感，为
维护国家安全、平安校园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

（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吴建玲 李龙)

东昌府区嘉明实验小学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

为了增强幼儿的健康意识，
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将

“低油低盐低糖”的健康生活理
念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近
日，东昌府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

“减油减盐减糖——— 在行动”主
题教育活动。

老师通过形象生动的图片
和简单易懂的生活常识，向幼儿
传输“减油、减盐、减糖”对身体
健康的重要性。并通过班级微信
群，积极向家长们宣传“减油、减
盐、减糖”的观念，倡导大家健康
生活。

本次活动以关注幼儿健康
为宗旨，不仅对孩子们进行了宣
传教育，也使家长朋友受益匪
浅。促进幼儿健康饮食习惯的养
成，助力幼儿茁壮成长。

(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张齐)

东昌府区实验幼儿园“减油减盐减糖”在行动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教
育，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使
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4月18日，东昌府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了“食品安全我知道”主题
教育活动。

老师们通过展示视频、图片
教育幼儿辨认食品安全标志，生
动有趣地给幼儿讲解食品安全
知识，强调少吃油炸、生冷食物，
帮助幼儿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

此次活动，加深了幼儿对食
品安全知识的了解，并增强了幼
儿的自我防护意识，对保障幼儿
健康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
用。 (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徐宏浩)

东昌府区实验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为巩固提升党建引领农村
环境整治成果，切实增强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徐庄镇坚持强化
党建引领，在治理过程中高效推
进、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实落细，助推
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积极开展“党建+志愿服务”
项目，全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
下沉一线，与村庄群众、志愿者

通力合作，对路域环境、坑塘沟
渠、农村“三线”等进行整治清
理。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广
泛发动积极分子、志愿者等群
体，以点带面推动人居环境整
治，促使村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
共建美丽家园行列中，形成了

“党员带头群众赞，群众跟着党
员干”的良好局面。

(薛善光)

党建引领再发力 人居环境换新颜

今年4月15日是第七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莘县徐庄镇政
府组织宣传办、司法所、统战办等
部门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了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送法律
知识到群众中，服务乡村振兴。

此次宣传活动先后在学校、
社区、企业、门店等多个场所开

展。活动过程中，宣传人员通过
悬挂条幅、发放宣传彩页、现场
讲解、提供解答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以及
与各部门工作密切相关的国家
安全知识，营造了“国家安全、人
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薛善光)

莘县徐庄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近日，山东省莘县徐庄镇多
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齐聚“支部
领办合作社”推进会现场，畅谈
自己村庄的产业发展，有活蹦乱
跳的鱼苗、有红彤彤的朝天椒、
有个大饱满的生姜、有雨伞般的
羊肚菌……

乡村振兴开新局，产业发展
是关键。近年来，徐庄镇各村在
党支部的引领下，号召村庄致富
能手，探索因地制宜的高效益产

业新路径。依靠村党支部领办的
合作社，不少村庄的集体收入实
现了翻番增长。

“一直以来，我们在政策帮
扶、宣传推介、市场拓展等多方
面发力，尽可能加大产业发展支
持力度，致力于孵化更多当地的
村级产业，让农民实实在在过上
好日子。”徐庄镇党委书记郭继
锋说道。

(薛善光)

党建推动产业兴 农民增收乐开怀

近日，东昌府区柳园中心园
组织幼儿开展了“寻找春天”主
题教育活动。

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寻找
春天。教师带领幼儿走出活动
室，帮助幼儿了解春天动植物
的变化，让孩子感知到的自然

界生命的丰富多彩。这次活
动，让幼儿在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中渗透自然教育，培养了他
们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情
感。

(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郭晓)

东昌府区柳园中心园
开展“寻找春天”主题活动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逐步深入，小学语文各个
阶段的教学都要注重朗读。而真
正的一线课堂，一节课40分钟，
孩子们朗读的时间可能还不到
五分钟，有的孩子怕自己读不完
就加快阅读速度，无感情无节奏
的应付阅读，表面很热闹，但却
没有真正投入到阅读中，白白浪
费阅读时间，那该如何运用高效

课堂让孩子做到“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低年级段孩子朗
读、拖腔、添字、掉字、错字、背书
现象如何改善？

在这一教学要求下，教师应
当立足实际，结合朗读教学特点
与要求，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优化
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正确科学朗
读，促进学生朗读能力形成与提
升。好朗读可以增加学生对课文的

理解，促进学生自我完善，塑造健
全人格。朗读对学生成长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提高学生朗读能力，
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
欣赏水平的提高，可帮助小学生更
好的理解语文知识，自主思考、学
习，教师应正确认识朗读对小学生
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具体教学措施
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小学生可持
续发展。 (奥森小学 张帅)

小学低中段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朗读能力的重要性

3至6岁是幼儿人格形成的关
键期，为了让幼儿能拥有一个健
康的心理，近日，东昌府区柳园街
道中心幼儿园举行了“从心出发，
健康成长”心理健康主题活动。

各个级部根据幼儿年龄特

点，开展了绘本阅读、巧手绘画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通过活动引
导幼儿学习用正确的方式排解
不开心的情绪，养成乐观的生活
态度。 (记者 国晓宁 通
讯员 于红杰)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中心幼儿园
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活动

近日，为增强全体师生安全
意识，提高自救能力，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决杜
绝伤害事故，风貌街小学举行了
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活动，使全体
师生了解遇到紧急情况如何逃
生的相关知识，提高了师生的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做到警

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风貌街小学 李焕霞)

应急演练 警钟长鸣

声 明
红星美凯龙一楼左右沙发，法人刁新华，将原有电表箱三张

押金条丢失，电表箱编码2015年6月19号0443329，电表箱押金850
元；2015年6月25号0450468，电表箱押金850元；2015年7月18号
0365708，电表箱押金850元；合计金额2550元，大写金额两千五百
五十元整，在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与上海红
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无关。

声 明
左右沙发刁新华，于2016年12月12日在星美家居缴纳意向

金，现将原有的星美家居意向金单据丢失，金额人民币(大写)：壹
万元整。在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与星美家居
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烟台高新区挺好水果捞店，经营食品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

可证编号：JY13706890019877，声明作废！

民警将刺猬放回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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