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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早上，全市遭遇极寒天
气，早晨最低温度在-18℃左右，局
部地区低至-21℃。就是在这样的
低温下，全市交警冒严寒、护平安，
早早上街维持交通秩序，护航整个
城市交通正常运转。

据介绍，面对寒潮冰冻天气，为
全面加强主城区交通秩序管理，缓
解主城区道路交通压力，减少交通
拥堵，提高主城区主干道见警率、管
事率和震慑力，自1月6日起，滨州
交警提前部署、紧急动员，全员上路
开展执勤工作，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

1月7日，极寒天气中，滨城交
警大队民辅警不畏严寒，坚守在工
作一线，指挥疏导交通，加强重点时
段的管控力度，优化重点路段的通
行秩序，全力保障车辆有序通行，为
群众出行安全保驾护航；高新区交
警大队在上班早高峰前全部到位，
尤其针对容易出现拥堵的黄河大桥
开展重点巡查、道路指挥工作，同时
派专人到辖区学校门口疏导交通、
维持秩序，为市民、学生营造良好的
交通环境；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
警大队全力以赴，在重点时段、市区

主干道及学校周边路段安排警力疏
堵保畅，利用视频巡查针对拥堵点
及时调度警力，特别是加强对道路
施工改造路段的交通引导和疏通，
确保车辆安全、有序通行，杜绝长时
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全力预防和遏
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月7日早高峰期间，博兴交警
提前到岗到位，坚持在每个路口和
重要路段疏导交通，并清理重点路
段违停车辆，确保道路畅通无阻；邹
平交警大队重点开展了面包车超员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预防极寒
天气下重特大事故发生。沾化交警

大队执勤人员在城区、国省道、县乡
路的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值守，对存
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车辆进行查
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清除路
面的路障，积极帮助受困驾驶员和
群众。北海交警大队结合辖区道路
实际，科学部署警力，在辖区实验学
校设置高峰岗、护学岗，为群众安全
出行创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其间，滨州经济开发区大队事
故科民警燕国华在处理完一起交通
事故后，驾车行驶至黄河六路时，看
到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机动车道上
一动不动，驾驶员正坐在车内打电
话，过往车辆纷纷鸣笛避让。见状，
燕国华立即上前了解情况。经过询
问驾驶员后得知，该车由于发动机
故障突然抛锚，停在路上无法正常
驾驶。时值上班高峰，如果不尽快
将车挪走，会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于是，在这个零下-18℃的天气下，
燕国华一边指挥疏散后方车辆，一
边和司机一起将抛锚车辆推到不影
响交通的道路边缘，并帮助驾驶员
联系维修人员前来修理。正是由于
事故民警的快速反应，一起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得以及时消除。

-18℃里的滨州交警群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盖嵘嵘 王璇

开发区环卫工心暖身暖
度极寒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
（通讯员 张玉涛 报道）1月6日，市
城区气温最低已达零下18度，让
人不敢在室外多逗留，但为了保证
城市环境，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100余名环卫工人依然坚守在工
作一线。这些橙色身影背后，呈现
的是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路。

据了解，为了让在严寒天气
里工作的环卫工人少挨冻，开发
区工会工委积极响应开发区党
工委、管委会和市总工会抵御低
温、抗击寒潮“送温暖”活动要
求，购置抗寒用品，及时送到一
线环卫工人手中，让环卫工人在
严寒时节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
心和温暖。

同时，在开发区党工委、管
委会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滨州中
海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采取
多种措施确保环卫工人正常作
业。公司要求环卫作业单位做
好一线作业环卫工人的防寒保
暖工作，及时下发、更换和配齐
棉服、棉帽、手套等防寒用品共
计118份，确保将温暖送到每一
位环卫工人手中；提高机械化清
扫保洁作业频次，在原来的基础
上每天增加1—2次，减少环卫工
人在街路上的作业时间。此外，
滨州中海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还为辖区公厕加装电热板42
个、加温水龙头42个、棉门帘20
个，确保市民正常生活需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舒文超 殷吉亮 王云森
张越 报道）寒潮来袭，上学的孩子们
怎么安全度过极寒天气？为守护学
生们，滨州教育战线行动起来，织密

“防寒网”，做好“小棉袄”。
根据《滨州市教育局关于提醒

做好极端寒潮天气安全防范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体局、各
市属开发区管理教育机构、直属各
学校、各市属高校纷纷做好防范应
对工作。各级各学校采取了多种
形式加强供暖，宜电则电、宜煤则
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确保师生
在学校温暖过冬。安排专人专责
供暖日常管理，让师生在符合供暖
标准的室内从事教学活动和日常
生活。足额保障取暖经费支出，做
到了供暖所需人、财、物科学配置保
障有力。

紧急处理一些乡村学校供暖问

题。如惠民县清河镇中学安排后勤
人员对水、电、暖等各设施进行专项
大检查，提前做好防范及应对举措，
预防因极寒天气可能造成的管道冻
裂、电线短路等突发事件，保证师生
供暖需求。课上，为学生讲授基本
的极端天气辨别方法，让孩子们初
步掌握极端天气和污染天气的特
征，做好应对。同时，对因极寒天气
造成的迟到、请假等，不做强制性要
求。

开发区里则实验小学则连夜加
装了 40块碳晶板，提高了教室温
度。开发区教育局还联系滨州新拓
自然能电力工程公司为定吕小学捐
赠了价值100余万元的冬季取暖设
备。这套设备技术先进、绿色节能，
还可以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远程调节
控制。“与去年相比，今年教室内温
度更高，我们更暖和。我一定珍惜
好的学习条件，好好学习。”定吕小

学三年级学生丁佳旭说。
市教育局要求，各级各学校可

根据当地天气情况动态调整上下学
时间，合理安排体育课及课间、课
外、升国旗、课后延时服务等活动，
必要时可暂停户外活动，开展线上
教学工作。

如邹平市开发区三小提示学
生，1月7日、8日早上可以稍晚些上
学，8:00前到校即可；周四、周五两
天课间操及其他室外活动暂停；清
怡小学将室外活动转向室内，2016
级4班就开展了室内操比赛。

此外，我市要求加强师生雨雪
寒潮天气防冷防护工作，特殊天气
下不再对穿着校服（运动服）作硬性
要求；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用电用气
用煤、防滑冰溺水、防煤气中毒、防
火灾、防冰冻灾害等安全教育，尤其
教育学生不到冰面玩耍；寄宿制学
校增加一定数量的干部和教师，实

行24小时值班值守。
同时，做好特殊人群的关爱工

作。各级各学校送暖进家门，确保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应享尽
享。通过自筹资金购买、接受社会
捐助等方式，为有需求的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和孤残、留守儿童少
年发放御寒衣物，提前关爱到位。
如开发区教育局组织各学校、幼儿
园开展送温暖活动，为辖区168名
家庭困难学生发放保暖衣物 172
件以及米面油等物品，总价值
65016 元。 防寒防疫两手都要
硬。市教育局要求，针对恶劣天
气，要保障各种测温设备正常运行，
避免因低温、强风、降雪导致测温仪
器等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把好“校门
关”，确保入校人员健康。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好教室、宿舍
等室内场所的消毒工作，严防出现
聚集性疫情。

全市教育系统织密“防寒网”打造学习“暖巢”

勠力同心抗极寒 重情担当护平安
编者按

自1月6日起，我市遭遇一场强冷空气，带来极端寒潮天气，最低温-18℃，局部地区-21℃。为应对此次极端寒潮天气，全市各级各
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勠力同心、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市民人身财产安全，护航全市道路有序畅通，确保农作物平安度过极端天气，谱写了
一曲荡气回肠的“抗寒交响乐”。

寒潮来袭 全力应对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刘玉堂 王洪磊 报道）“学校
为我们每个教室都安装了空调，
非常暖和，尽管极寒天气来了，
但我们在教室里一点也感觉不
到。”1月6日，阳信县温店镇大
杨小学五年级一班学生李杰说。

据介绍，该校不仅在每间教
室都安装了空调，还利用闲置空
房为老师们配备了午休宿舍，并
且也安装了空调。为应对极寒
天气，学校提前进行细致排查，

确保学生教室、教师办公室、教
师午休宿舍的空调都能正常工
作，保障广大师生在一个温暖的
环境中上课和学习。

2020年，阳信县温店镇学区以
广大师生“吃上热饭，喝上热水，用上
空调”为目标，在全镇中小学大力实
施温暖工程，为全镇6处中小学82间
学生教室、54间办公室、20间教室午
休宿舍安装了空调，并建设了4个标
准餐厅，安装了6套热水系统，保证全
镇师生温暖过冬安全过冬。

温店学区打造156个
“空调房”让师生过暖冬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栋 李珊珊 邢魁 报道）寒
潮来袭，夜间温度低至零下20摄
氏度，北风似刀吹透了身上厚厚
的冬衣，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但
有这样一群人，不畏严寒，逆风
而上，越是在这样的夜里，越见
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渡人以
温暖的“巡夜人”——邹平市民
政局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黄山地势偏高，风势更烈，
是巡查的重点区域。1月5日，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每日的
例行巡逻中，发现一座旧房屋内
有被子、茶杯、烟灰缸等生活用
品，由此推断有流浪在外人员近
期在此生活过。工作人员扩大搜
寻范围，但是没有发现此人踪迹。

1月6日，邹平市民政局联
合公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成
巡夜队伍，由邹平市民政局主要
领导带队进行夜巡。因担心在
山上破旧房屋内生活的人员出
现意外，当天夜里，巡查人员再
次上山夜巡。几天前下的大雪
还没有消融，巡逻车辆无法上
山，一行人只能徒步上山。寒风
刺骨，每个人都裹紧大衣迎风而
上，步行1.5公里后来到了废弃
房屋处。

房屋四周有木板遮挡，工作
人员揭开木板，果然发现屋内住
着一位男性流浪汉，裹着被子瑟
瑟发抖。看到此人饱受寒冷，工
作人员迅速为其披上事先准备
好的大衣，并给他戴上口罩、量
了体温，完成基本的疫情防控工
作后开始与他交流。

随后，公安干警通过人脸识
别查找到此人的身份信息，该人
为邹平市孙镇人王某。工作人
员立即联系孙镇民政所所长以
及这名流浪人员的家人。正式
确认身份后，工作人员联合将这
名流浪人员搀扶下山，由于山路
崎岖且路滑，大家好几次差点跌
倒。大约半个小时路程之后，一
行人终于来到车辆停靠处。之
后，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连夜将
王某送回家。

经过四十分钟车程，王某被
顺利护送回家。此时，孙镇民政
所所长、村网格员及王某的家人
已在等候。家人见到王某后非
常激动，表示多次寻找未果，天
气寒冷很担心王某的安全，感谢
救助人员将王某送回了家。将
王某妥善安置并详细交代后续
帮扶事宜后，救助站工作人员才
返回，回到办公室时已近凌晨。

-20℃的寒夜里
邹平民政局从黄山
“搜寻”到一名流浪汉

交警在校门口疏导交通，护航师生平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①1月6日，邹平市好生
街道十里花卉一条街的花农
在加固花棚的二层保温膜。
当日，邹平市迎来寒潮天气，
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20℃，邹
平干部群众积极进行应对。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董乃德 安丹丹 摄影）

②②““我的我的66个蔬菜大棚个蔬菜大棚，，
最多的一个铺了最多的一个铺了 66 层膜层膜。。””11
月月 77 日下午日下午，，滨城区市中街滨城区市中街
道赵四勿村村民赵希安为抵道赵四勿村村民赵希安为抵
御寒潮御寒潮，，给蔬菜大棚内的作给蔬菜大棚内的作
物多增加了好几层塑料膜物多增加了好几层塑料膜。。
赵希安表示赵希安表示，，即使盖了即使盖了 66 层层
膜膜，，晚上大棚内的温度也在晚上大棚内的温度也在
零度左右零度左右。。（滨州日报/滨州
网记者 李默 摄影）

③③为应对极寒天气为应对极寒天气，，11月月
77日下午日下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市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针对管辖区域内的绿化苗心针对管辖区域内的绿化苗
木搭设风障木搭设风障，，确保绿化苗木确保绿化苗木
安全度过极寒天气安全度过极寒天气。。图为工图为工
人在黄河十八路搭设风障人在黄河十八路搭设风障。。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该今年该
中心使用的风障都带有园林中心使用的风障都带有园林
植物景观图案植物景观图案，，在起到防寒在起到防寒
作用的同时作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视觉也提高了视觉
观赏性观赏性，，丰富了冬季园林绿丰富了冬季园林绿
化景观效果化景观效果。。（滨州日报/滨
州网记者 李默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