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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花开遍滨北”
节目展演尽显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

滨北加快建设文化服务体系增强群众幸福感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王颖 冯志强 报道）近年来，滨城
区滨北街道不断加大整合公共文化
服务资源力度，加快街道村居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群众的幸福
感不断增强。
村晚进故居，展现非遗魅力。2
月 19 日，滨北街道杜受田故居广场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欢乐过大年，
迈向新征程”帝师故里村晚就在这
里精彩上演，非遗大戏《九龙翻身领
子鼓》、舞蹈《福满农家》、男声独唱
《左邻右舍》等精彩节目，让人们近
距离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杜受田故居
作为廉政教育、政德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丰富内涵，尤其近距离
感受了非遗的独特魅力，是一次非
常有意义的体验。”居民位新军高兴
地说，
“希望以后街道多举办此类活
动，让更多人去了解非遗、认识非

遗、传承非遗。”
戏曲进校园，弘扬传统文化。
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
精神财富，今年以来，滨北街道持续
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的同时，也提升了青少年艺术审美
素养。
“ 在学习戏曲文化这个环节，
同学们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在专业
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化身一个个
小演员，表演得有板有眼。”北城英
才学校教师赵聪高兴地说，在领学
完《甘洒热血写春秋》等经典曲目
后，专业老师还与学生进行了互动
交流，
真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党史进课堂，厚植爱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为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滨北街道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活动，邀请
手工绣艺人王洪芹一针一线缝绣了
366 个沙包“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从每个沙包的四个面都逐一
村居共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健康、
记录着当年中国共产党发生的历史
文明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滨北街道
大事。此外，北城幼儿园举办“童心 “社区文化艺术季”活动开展至今，
阅读，童心向党”红色文化活动，让
先后组织开展学党史诵经典、非遗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同时为孩子们
课堂、书法展、摄影展等各类文化活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动 30 余场次，参与群众达 8000 余
戏曲进乡村，文化温暖民心。 人，进一步繁荣了街道社区文化，丰
为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今年以来，滨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北街道进一步把内容丰富、形式多
今年，滨城区举办庆祝中国共
样的精彩的戏剧表演送到村民家门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红 色 经 典 演 唱
口，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过足了戏
会，历经一个多月的筹备，滨北街道
瘾。截至目前，该街道举办“戏曲进
报送《我们是党的好儿女》
《七律 长
乡村”92 场次，切实丰富了群众业
征》等节目向党献礼，以饱满的精神
余文化生活。在演出过程中，戏曲
状态和昂扬的斗志唱出了对党、对
协会的志愿者还积极参与专业剧团
祖国的深情祝福，将一支朝气蓬勃
的联谊演出，在协同演出的同时，也
的铁军队伍展现在全区人民面前，
从专业演员身上学到了平时学不到
最终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集中展
的专业演出技巧，
提高了自身能力。 现了滨北街道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
近年来，滨北街道成立了书协、 风貌。
京剧协会和文化者志愿者团队等多
个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协同各社区、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护航群众身体健康
“这建在家门口的医院 ，
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方便。”近日，沾化区大
高镇修家村 74 岁村民崔金丽
在该区第二人民医院成功完
成白内障手术，并于 4 天后康
复出院时激动地说。
今年，沾化区人民医院在
大高镇设立第二人民医院，采
取医护人员轮岗、网上远程会
诊、邀请知名医疗专家坐诊等
措施，为当地群众就医带来方
便，深受患者一致欢迎。图为
患者正在进行眼部疾病检
查。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李新忠 房向东 摄影）

实行水田轮改装 45 台、拖拉机后驱
动轮改装 10 台、四驱化改造 1 台；
同时，针对当前土壤含水量饱和实

际，积极开展适合的机械作业模式
试验，还将引进部分种子洒播机和
一次性进地的复式播种机应对持续

阴雨天气。
该市全力做好粮食烘干工作，
切实保障粮食品质。目前全市有
27 台套烘干机 24 小时提供烘干服
务，日烘干能力可达 200—300 吨。
针对今年秋收秋种期短的实
际，邹平市农业农村局明确责任分
工，由党组成员及站股室负责人包
靠镇街，组织各类服务组织 30 余家
积极开展农机维修、农资供应、农机
作业等服务工作。同时，扎实开展
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导农机
合作社、农机大户和农机手落实主
体 责 任 ，确 保“ 三 秋 ”农 机 作 业 安
全。目前已发放农机安全生产宣传
材料 800 份，组织农机安全大排查
12 次，
排查农机安全隐患 18 起。

众志成城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洪水防御阻击战

庞家
“应急防汛班”
筑牢安全堤坝守护群众平安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刘兵 报道）目前，黄河防汛形
势依然严峻，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博兴县庞家镇组织党员
干部组成“党员应急防汛班”
，
开展
防汛工作，
确保黄河洪峰平稳过境。

彭李市场监管所开展
幼儿园食品安全整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宁 报道）为切实保障
幼儿饮食安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
发生，近日，滨城区彭李市场监管
所联合多部门，针对辖区 29 家民
办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中，执法人员重点对幼儿
园食堂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
员健康证、食品安全制度、食堂工
作人员培训记录以及原材料进货
查验、环境卫生、食品留样、餐饮具
消毒等方面进行依法全面细致检
查，对个别幼儿园存在的进货查验

不到位、索证索票不全、食品加工
场所卫生不达标等问题责令限期
整改，并要求幼儿园负责人严格落
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切实履
行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通过开展此次检查整治，进一
步督促辖区内民办幼儿园全面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实行学
校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明确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和岗位人员职责，健
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更好地保障
幼儿
“舌尖上的安全”
。

黄山实小加固“四个堤坝”
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王淑芝 报道）近期，邹平市黄
山实验小学采取系列措施，加固
“防险堤坝”
，打造平安校园。
加固心理堤坝。该校连续召
开安全工作推进会、调度会，通报
近期发生的学校安全事故，引导全
体教职工认识到学校安全工作的
重要性，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人人讲
安全的氛围。
加固设施堤坝。该校组织人
员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防疫物
资、措施核验审查。利用国庆假期
对学校各项设施进行维护维修，增
加监控覆盖面，增加灭火器材数

量，规划学生上下学行进线路，并
对重点区域进行画线标识。
加固技能堤坝。该校开展安
全疏散演练，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
识和自救能力，通过线上线下多渠
道对学生开展防疫、防溺水、居家、
交通、防诈骗等内容的安全教育。
聘请专业人员，开展安全消防卫生
培训，
提高员工安全技能。
加固制度堤坝。该校进一步
加大对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
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制度中的漏
洞，细化执行规则，强化学校安全
管理，
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辛店镇组织辖区企业
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邹平调运采购165台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助农抢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王丹 报道）由于近期连
续降雨造成田间泥涝，普通旱作机
械无法进地作业，严重影响秋收秋
种进度，邹平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
联系采购调运履带式玉米收获机，
并对现有机械进行改装改造，强化
技术指导服务，确保秋收秋种高质
高效推进。
邹平市积极联系安徽等外省市
水田机械，协调采购调运适合的履
带式玉米收获机。截至 10 月 9 日，
已从外省调运履带式玉米收获机
120 台，采购雷沃等品牌履带式玉
米收获机 45 台；组织力量对现有机
械进行加装水田轮、四驱化改装改
造。为提高机收质量、减少机收损
失进行喂料机和割台加强改造，已

责任编辑：时培建 杨向军
电话：
3186761

该镇针对 2.3 公里防汛段全面排查
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连夜组织工
作人员对生产堤全线加高0.5米、
加
宽1米，全部加铺土工布，及早排除
安全隐患。
同时，
防汛人员昼夜巡查
值守，
及时抢筑和修补生产堤，
对生

产堤薄弱地段、低洼地段等重点区
域进行加固。此外，正在参加“淬火
工程”培训的党员主动请愿到防汛
一线，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工作，
全力
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此次防汛工作中，该镇党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大宝 报道）为提高员
工消防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10 月 8 日，惠民县辛店镇德润
杰智慧工厂举行消防安全演练。
在该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该公司领导层从前期准
备、组织实施到正式演练制订了详
细的演练方案。
全体员工集合到预订的安全
位置，由安全生产负责人带领大家
一起学习消防基本知识，学习如何
使用消防器材并进行有效灭火等
一系列专业消防技能。

本次消防演练紧张有序，安全
保证工作落实到位，演练达到预期
效果。车间所有员工，特别是应急
小组成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得到进
一步增强，所有人员对消防安全知
识有了进一步了解，提高了处理突
发事件的能力。
据 介 绍 ，辛 店 镇 根 据 工 作 计
划，将有序组织辖区企业定期开
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交通安
全等应急演练培训，有效降低企
业意外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企
业 、工 人 的 人 身 生 命 和 财 产 安
全。

范公小学七对“师徒”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郭磊 石莲莲 报道）为打造更
加优秀的师资队伍，帮助年轻教师
尽快适应常规教学管理，10 月 8
日，邹平市长山镇范公小学举行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暨新进
年轻教师座谈会。
座谈会上，工作人员宣读了青
蓝结对工程实施方案，公布了 7 对
结对师徒名单，师徒双方签订结对
帮扶协议并举行拜师礼。该校校

长曲保华希望几位“师傅”对“徒
弟”严格要求，督促他们尽快成长，
同时要求年轻教师应怀敬畏之心，
珍惜机会，虚心学习，努力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此次活动，为年轻教师迅速成
长营造了良好氛围，为充分发挥骨
干教师的模范带动作用、促进教师
交流互动搭建了有效平台，将促进
全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

何坊街道 60 余名党员干部
深入田间帮助群众抢收玉米

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们不
惧艰险、向“险”而行，在堤坝上装
运沙袋、夜色里值班巡逻，坚持 24
小时连轴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群众筑
牢防汛安全堤坝。

掌握防汛知识 增强避险意识

这些防汛知识要牢记
关于汛期
1、什么是汛期
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
集中出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
期。
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
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
和时序也不相同。
2、汛期有哪些类型
夏季暴雨为主产生的涨水期
称为伏汛期；秋季暴雨（或强连阴
雨）为主产生的涨水期称为秋汛
期；冬、春季河道因冰凌阻塞、解冻

引起的涨水期称凌汛期；春季北方
河源冰山或上游封冻冰盖融化为
主产生的涨水期以及南方春夏之
交进入雨季产生的涨水期称为春
汛期。

汛期遇险如何应对
1、滑坡和泥石流的应对措施
当遇到滑坡时，不要顺坡跑，
而应向两侧逃离。当遇到高速滑坡
无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
呈整体滑动，可原地不动或抱住大
树等物。当遇到泥石流时，要向泥
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跑，切不

可顺着泥石流沟向上游或向下游
跑，更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2、山洪的应对措施
遇到山洪时，不要惊慌，要向
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
跑向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
避，千万不要顺沟跑。
3、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
雨中不应赶路，要尽快到地势
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
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
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以低速档
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

4、铁路、立交桥积水应对措施
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
应下车探查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
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
挥，绕行其他道路。
5、雷、电的应对措施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
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
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
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
能连电的物体。
（信息来源：
新华网）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寇慧超 巩增静 报道）连
日来，惠民县何坊街道组织 60 余
名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帮助群众抢
收玉米。。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直接造成
田地泥泞。在刘集村种粮大户刘
士华的地里，大家撸起袖子，穿上
雨鞋，自带麻袋、手套等，热火朝天
地在田地里掰玉米、扛袋子，抢收
已经成熟的玉米。
“ 我一共有 400
亩地，一般每年这个时候已经耩上
麦子了，但今年的雨水特别多，地

里现在还有水，收割机进不了地，
玉米运不出来，我心里着急啊。咱
街道的机关干部来帮我们收割玉
米，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刘士
华激动地说。
据 了 解 ，何 坊 街 道 现 有 耕 地
6.48 万亩，截至 10 月 11 日已经抢
收 1.4 万亩。连日来的多轮降雨，
给秋收造成一定影响，为此，该街
道及时组织机关干部帮助种粮大
户、帮扶户抢收玉米，切实为群众
解决困难、助力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