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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市“教育援青”工
程喜报频传：自两地中小学结对帮
扶以来，青海省祁连县海北三中首
次派出12名教师到北镇中学跟岗
锻炼；今年高考中，滨州市第一中学

“民族班”连续4年本科上线率达
100%，再创历史新高，其中1名青
海学生考出了634分的好成绩，以
青海全省第12名的佳绩被清华大
学录取；今年8月底，我市又有10名
援青教师带着鲁青两地人民的殷切
期盼，赶赴青海省祁连县工作，受到
当地热烈欢迎……

缺氧不缺精神，滨州援
青教师闯过“三关”亮风采

在高原工作，有句话很流行：
“工作想冒尖，先要过三关”。2020
年我市选派的援青教师——邹平市
第一中学支教老师石磊对此深有体
会，他说，“三关”指的是高原反应
关、语言关、生活关。

援青路上，连绵的雪线、海拔三
千米的高原、胸闷气堵的高原反应，
曾让石磊苦不堪言，也给其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记忆；藏族群众的地道
乡音，让他如听天书，一句也听不懂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想吃一口自
幼在家乡吃惯的馒头大饼，在遥远
的青海藏族地区简直是奢望……但
是，手抚胸前的党徽，石磊暗下决
心：“咱是来支教的，不是来添乱
的！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谈什么
援青支教？”

高原缺氧，但不缺精神。在那
里，石磊努力克服“三关”带来的身
心不适，积极融入当地习俗，自个儿
首先当起了“学生”。在教学中，他
积极对标同来的支教骨干，与共同
援青的业务副校长贾新生一道，在
支教老师中发起了“比学赶帮超”和

“一对一结对”活动，有效盘活了支
教氛围。在石磊的倡导下，支教老
师们的干劲空前高涨，有的利用周
末、课后给学生加班辅导，为结对老
师培训讲课；有的晚上抱着氧气袋，
坚持备课、批改作业；有的带病坚持
上课，甚至自费为学生购买复习资
料；有的面临家人生病住院，也没有
耽误学生一天的课程！

青藏地区海拔高，但工作要求
更高。2020年我市选派的支教团
队中，9人先后讲授公开课16次，较
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受到学
校师生好评；在山东省援青干部管
理组和海北州教育局联合组织的

“我的援青支教故事”征文中，1人荣
获一等奖，5名教师分获二、三等奖；
1名教师被所在学校党支部表彰为优
秀党员。此外，因承担异地办班教学
成绩突出，滨州市第一中学被表彰为

“海北州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教育路上，扶贫并举。今年来，

全体援青教师积极响应当地党委政府
号召，扎实投身脱贫攻坚实践，自发为
贫困家庭学生购买学习资料，为残疾
学生“送教下乡”3次，惠及10人；与贫
困学生结对帮扶8人，为贫困家庭捐
款捐物合计3800余元；1名个人捐助
退役军人子女奖学金5000元。

在青海，滨州援青干部
教师赢得“山东汉子有担
当”美誉

全省援青，教育同行。山东省
第四批援青干部入青以来，滨州市
教育系统首次选派行政干部到祁连
县挂职。面对这一全新挑战，市教
育局援青干部周福忠积极推进教育
援青工作在祁连落地落实。其间，
无论是开展分管工作还是带领教育
团队，他都赢得了当地各界的由衷
赞叹。说起老周的表现，祁连县教
育局局长王毅庆连声叫好：“熟悉情
况快、进入角色快、融入当地快，山
东汉子有担当，真是好样的！”

挂职路上，周福忠主动担起“领
航员”的职责，既抓师德师风建设，更
重教育质量提升。他认真研究当地
教学形势，积极带领团队改进教学方
法，充分发挥了援青教师的示范引领
作用。周福忠组织支教团队开展了
教学“六个一”活动，即每名援青教师
都要在本校上一堂公开示范课，至少
带一名新入职“徒弟”，帮扶一名贫困
学生，开展一次送教上门，在《海北教
育》发表一篇专业性学术文章，给当
地教育提出一次建设性意见、建议。
在祁连县，每名滨州援青教师在各自
学校都担任学科教研带头人，积极参
与学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今年上半
年，滨州援青教师上公开示范课10
次，有效盘活了支教氛围，所教的班
级成绩均有明显提升。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在周福忠的带动下，我市
2019年选派的6名援青教师全部被
祁连县委表彰为“优秀援青专家人

才”，2名教师荣获“五个海北突出贡
献奖”，4名老师被表彰为“州级优秀
教师”。2020年，我市教育系统5人
被祁连县委、县政府表彰为“优秀援
青干部人才”。2021年，8名滨州援
青教师被海北州政府表彰为优秀教
师；1人被中共祁连县委表彰为全县
优秀党员；2人被表彰为教育系统优
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人获得
海北州优质课一等奖；1人在青海省
举办的“传承‘两弹一星’精神青年
英才论坛”征文中获一等奖；1人参
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书画展，并荣获二等奖，应邀担任
《海北教育》杂志首刊号美术编辑。

在实现全省“六个率
先”的基础上，滨州教育援
青领域不断拓宽

2020年，滨州教育援青克服疫
情影响，实现了“六个率先”的目标，
走在了山东省对口支援工作四个地市
的前列——疫情期间，滨州市率先向
祁连师生开放了“空中课堂”；率先协
调山东航空“包机”服务“海北班”学生
到滨州复学；率先在祁连县设立了“退
役军人子女奖学金”；率先兑现了援
青教师在青期间的各种福利待遇；率
先开展了两地足球教练员培训交流；
率先实现山东“海北班”高考连续3年
本科上线率达100%。

滨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滨州援青
管理组组长、祁连县委副书记劳建刚
说：“滨州教育援青的‘六个率先’，体
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教育援青的高度
重视和关心支持，体现了滨州各级教
育部门和学校对援青工作的倾心、倾

情、倾力帮助，体现了教育援青团队
的集体智慧和担当作为。”

2020年，我市到海北三中任教
的4名援青教师中，1人被学校任命
为党建办主任，3人被任命为学科教
研组组长；到民族中学任教的3名援
青教师，全部成为学科领域带头负
责人，发挥了“星火燎原”的辐射助
力。不仅如此，滨州教育系统先后派
出两批教育团队到祁连进行“面对
面”业务指导；祁连12所中小学与滨
州各中小学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今年，我市还将推动祁连县乡镇中心
幼儿园与我市幼儿园结对帮扶工作。

支教征程风雨无阻，重点项目
有序推进。如今，山东援青投资651
万元的教育重点项目----海北三
中风雨操场主体工程已完成，预计
将在年底前竣工；投资276万元的
两地结对帮扶学校远程教研系统，
将于年内安装运行；通过积极争取，
目前已经将祁连县两个乡镇教学楼
和附属工程建设列入山东援青“十四
五”规划，其中投资1300万元的野牛
沟乡寄宿制民族小学教学楼项目已
经开工，计划明年9月份投入使用。

滨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金梅说：“开展对口支援和东西部
扶贫协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滨州
市对口帮扶青海省祁连县是省委、
省政府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我们
教育系统将按照‘祁连所需、滨州所
能’的原则，与祁连教育同仁一道，
持续推进‘组团式’支教帮扶，巩固
两地中小学结对成果，密切交流往
来，真心真情帮扶，助推祁连教育高
质量发展。”

教育援青在青海省祁连县播下“滨州希望”
“过三关”“六个率先”“海北班”成为鲁青两地骄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王蕾

滨州市聚隆科技有限公司：
贵公司建设的聚隆科技小

区（挺进路以南、渤海二十四路
以东)占地面积7729平方米（土
地 证 号 为 滨 国 用〔2009〕第
K0246号），用途为工业用地。
为妥善解决不动产历史遗留问
题，依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认真做好滨州市市辖区国有建
设用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处理工作的通知》（滨政办字
〔2017〕125号）文件，在评估的

基础上经研究决定贵公司应补
缴工业变更为住宅用地的土地
出让金80.77万元。

望贵公司自公告之日起10
日内到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补充协议》、补缴土地出让
金，为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

联系人：卢女士
电话：0543-3180927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0日

土地出让金缴纳通知单

山东港口渤海湾港集团总部，财务会计2人，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财务管理、会计及相关专业。工作地点：潍坊市奎
文区。

山东港口滨州港，财务会计2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财务管理、会计及相关专业。工作地点：滨州市北海经济开
发区。

详情请登录：http://www.bzhr3080007.com/。

山东省港口集团

招聘财务人员

编者按：
9月9日，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致信滨州市人民政府，向滨州市长期以来
对海北州教育的大力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缘何滨州援青教育工作能够得到如此高度的感谢和评价呢？
近年来，我市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教育援青”战略部署，先后
派出53名优秀骨干教师赴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开展对口帮扶和一

线支教送学行动。一路风雨一路歌，滨州广大援青教师扎根祁连、
以校为家，助推了当地教育又好又快发展；而滨州、祁连两地开展的
中小学结对帮扶活动，不仅架起了鲁青两地人民互动的“连心桥”，
更在两地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友谊长卷。

如今，在祁连县、在海北州，滨州援青教师都是最受欢迎的人，
当地各族群众都期盼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滨州的“民族班”，一说起
滨州，他们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道一声：“滨州人，好样的！”

彩纸花朵送老师彩纸花朵送老师 同框合影送祝福同框合影送祝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刘庆国 报道）为
推动落实“双减”新政，更好地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保障学生身心
健康和全面发展，近日，滨城区
梁才中心学校组织各年级学科
组一线教师进行了新学期集体
备课，传达“双减”政策精神，介
绍新学期备课基本要求。

其间，该校初中部、小学部
教导处分别向教师传达了“梁才

中心学校集体备课基本要求”，
指出学校集体备课要做到定时
间、定地点、定形式、定内容；每
次备课结束后，教师需提交集体
备课记录单，学校将按记录单内
容检查教师教案、学生学案，并
以“推门听课”的方式监督课堂
教学有效行动。之后，各年级学
科组到指定地点开展了集体备
课大讨论，探究有效方案助力

“双减”政策在该校落地。

梁才中心学校教师集体备课
促“双减”政策落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李宝华 罗幼婷
卜祥丽 报道）为进一步加强班
级管理力度，提高班主任对学校
工作的理解力、决策力和执行
力，提升学生的自主化管理水
平，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自本学期开始，滨城区北
城英才学校全面推行学分制管
理。

该校学分制评价涉及仪容
仪表、常规纪律、两操、路队、集

体活动、班主任工作等方面，设
置6个“一级目标”，即道德品质、
公民素养、交流合作、学习能力、
运动与健康、审美表现。“一级目
标”下设若干个“二级目标”，可
操作性强。同时，学生积分制实
行网格化管理、年级部负责制，
年级主任作为第一责任人，将在
学校德育处的领导下对学生积
分每月核算一次，有异议的学生
可提请二次评议，评议成绩作为
当月“英才之星”的评选依据。

北城英才学校新学期
全面推行学分制管理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
（通讯员 张双燕 郭雪瑞 张松
正 王震 报道）9 月 9 日，在第
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惠民县
石庙镇举行了 2021 年庆祝教
师节座谈会，总结成绩、表彰
先进，助力石庙镇教育教学再
创佳绩。

座谈会上，宣读了石庙镇学
区2021年度 6个先进集体、14
名师德标兵、4名先进工作者、13
名优秀班主任和34名优秀教师
名单；学区负责人、校长代表、优
秀教师代表先后从学区发展、学
校成就、教学经验等方面作了交
流发言。

石庙镇学区表彰先进教师

滨州援青教师孙振林在当地授课滨州援青教师孙振林在当地授课。。20202020年底年底，，山东教育评估专家在当地进行教学评山东教育评估专家在当地进行教学评
估估，，充分肯定了我市援青教师工作充分肯定了我市援青教师工作。。

◀在祁连在祁连
县 民 族 中县 民 族 中
学学，，滨州援滨州援
青教师爱心青教师爱心
捐助困难学捐助困难学
生生。。

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沾化区
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了“沐浴师恩 奉献真
情”为主题的感恩教师活动。孩子们通
过亲手给老师写一封信、制作祝福贺卡、
为老师画一幅肖像画，表达对老师的感
恩之情和节日祝福，从小树立尊师重教
的良好品德。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蔺鹏 摄影）

感师恩 献真情

“老师，您辛苦了！”“老师，我爱您！”“老
师，谢谢您！”……9月9日，阳信县金阳街道程
坞小学举行了庆祝第37个教师节主题活动，
让学生们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在爱心小卡片
上，贴在学校专门制作的庆祝教师节“爱心”

主题展板上。其间，学生们还用彩纸叠成各
色花朵送给老师，并和老师同框合影，为老师
送上节日祝福。（滨州日报/滨州吴网通讯员
林世军 蔡淑芳 赵燕燕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索笑笑 刘雨 报
道）近日，第四届全省少儿诗词
诵读大赛滨州地区选拔赛落幕。

此次大赛的主题为“致敬红
色经典 赓续精神力量”。为配合
大赛进行，市文旅局同步启动了
第一届滨州市少儿诗词诵读大
赛。活动启动以来，市图书馆及
各县市区公共图书馆积极组织
报名，广泛宣传发动，共有421

组选手报名参赛。
为保证公平、公正，市图书

馆选取专业人士组成评委团，从
专业技巧、精神内涵、思想风貌
等多方面对选手及作品进行了
评审，共评选出6—9岁组一等奖
5组，二等奖10组，三等奖15组；
评选出 10—12 岁组一等奖 10
组，二等奖15组，三等奖20组。
据介绍，在获奖选手中，有23组
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决赛。

第四届全省少儿诗词诵读大赛滨州地
区选拔赛落幕

23组选手将代表滨州
参加省级决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通讯员 李钰 报道）9月 9
日，沾化区下洼镇王家小学组织
举办了表彰大会、为教师亮灯、
校园集体舞比赛等多项活动，庆
祝第37个教师节。

在校园集体舞比赛中，学生
们身着统一的服装，用精彩的舞
蹈表达着对老师的爱，赢得现场
阵阵掌声。老师们纷纷表示，将
坚持教好书、育好人，为学校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洼镇王家小学
开展多项活动庆祝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