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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国庆节和沾化区冬枣节
的到来，进一步提升城市亮化水平和
市民生活照明质量，沾化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对城区主次干道、滨孤路、西
外环、南外环等道路两侧的 7300 余
盏路灯及供电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累
计处理供电故障 36 处、安全隐患 21
处，更换故障电缆 460 米。同时，完
成了中心路南出口、富国路东外环路
口、金海六路西出口三处出口的高杆
灯整体更换。

目前，施工队正在对富国路（洚
河路-东外环路段）老化光源进行拆
除，计划更新路灯 144 盏，确保节日
期间道路夜晚照明充足。(滨州日报/
滨州网通讯员 姜国涛 顾忠凯 摄影）

张维庆，中共党员，现任沾
化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科科
长；其妻子刘俊茹现为沾化区古
城中学教师。

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张维
庆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都勤勤
恳恳、努力工作，真正做到了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具有
强烈的奉献精神和优良的职业
道德，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了优异
的成绩，2019年度被评为沾化区
优秀共产党员。刘俊茹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对待工作兢兢业
业，对待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孩
子。她深受学生爱戴，从教期间
多次被授予优秀教师、学科带头
人、教坛新星等荣誉称号。女儿
张奕驰是北镇中学学生，成绩优
异、团结同学，多次被授予三好
学生、优秀团员、北镇中学月度
人物等荣誉称号。

生活中，张维庆、刘俊茹夫
妻情深、相敬如宾，十分孝敬双
方父母，并且经常助人为乐，邻
里关系十分融洽。工作上，夫妻
二人相互支持、相互理解，都想着
多承担一点家庭的担子，让对方
全身心干好工作。张维庆、刘俊茹
倡导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对家里
面能修复利用的旧物件，从不轻易
丢弃，尽量使其再发挥作用。习惯
成自然，勤俭节约是他们全家的共
同意识和习惯。

今年5月份，一辆白色轿车
因避让一辆红色货车撞到桥头，
发生侧翻，司机及后排的一位女
士负伤。张维庆正好驾车路过
事发地，发现前方的车祸后，他
立即停车展开救援，并迅速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终于同周边的热心群众一起
把司机和后排的女乘客救了出
来。由于急救车无法及时到达
事故现场，张维庆毫不犹豫，立
即驾驶自家的车将两名伤者送
往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这份热心肠也有了暖心汇回报，
张维庆先后入选“滨州好人榜”

“山东好人榜”。

省级文明家庭张维庆、刘俊茹家庭：

孝老爱亲团结邻里
勤俭节约已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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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升级便出行路灯升级便出行
照亮宾朋进沾路照亮宾朋进沾路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孙宝霞 报道）9
月9日，滨州市“唱响吕剧工程”
系列活动——“喜迎二十大 携手
唱未来”·“滨州吕剧大家唱”网
络大赛暨全市吕剧票友大赛在
滨州保利大剧院举行。

本次大赛由滨州市委宣传
部、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滨州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司承

办。前期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
拔，共有12名参赛选手进入决
赛。决赛中，选手们表演了《李
二嫂改嫁》《钗头凤》《江姐》《中
华复兴梦共圆》《泪洒相思地》
《逼婚记》等吕剧选段，为广大戏
迷群众奉上了一道戏曲大餐。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比
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
奖6名。

“滨州吕剧大家唱”网络大赛
暨全市吕剧票友大赛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报道）9月20日下午，滨
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授牌
仪式在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报
告厅举行，滨州市博物馆入选
首批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开
展以来，市博物馆多层次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人
心。市博物馆精心打造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配备足够数量的专
职志愿者、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兼
职志愿者，并制定了《志愿者招
募》《工作档案》等相关制度，形
成多层级管理体系；每年有150
名流动志愿者以服务站为依托，
为近10万入馆观众提供现场答
询、便民物品借还等相关志愿服

务项目，并开展关爱未成年人及
留守老人、传统技艺进校园等志
愿服务活动。

与此同时，市博物馆还积极
开展文明创建公益广告宣传。
其中，在场馆南侧草坪中，树立
展示重要工作指示，与博物馆格
调、气质相呼应的大型景观小
品；在场馆内外，设置多处电子
显示屏、宣传栏、文明创建广告
牌、道德模范事迹宣传架，进行
文明创建、应急知识、卫生健康
主题宣传。市博物馆高度重视
馆内外环境治理，环境清扫、绿
植养护、停车管理均有专人现
场负责，做到垃圾随时清扫、分
类收集，车辆停放有序整齐，提
升市民入馆参观舒适度。

下一步，市博物馆将继续探
索志愿服务新机制、打造志愿服
务新品牌、培育志愿服务新亮
点，不断强化博物馆公益性文化
机构职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服
务公众，助力新时代美德滨州建
设。

市博物馆入选首批
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崔巍，无棣县车王镇中学语文
教师，现支教于无棣县清华园学校，
荣获山东省优秀教师、滨州市教书
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任教32年来，
他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引领青年教
师业务成长，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
发热。

“智慧和毅力是成功的双翼。”
这是崔巍的座右铭。1989年大学毕
业后，他被分配到无棣县最西北的
一个小镇中学工作。学校离家20公
里，崔巍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半新的
自行车，来回一趟要一个小时以上。
第一次登上讲台，面对四十多双渴
望知识的眼睛，那一刻，崔巍的眼睛
湿润了。从此，他在心里暗暗埋下了
一颗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种子！

因工作需要，1991年，崔巍调往
车王镇中学任教。因工作成绩突出，
他先后担任语文教研组长、学校中
心教研组长、教务主任。其间，他带
领全体教师创建了“以学定教，双主
互动”二环五步课堂教学模式，该课
堂模式荣获滨州市教学方法创新

奖。通过实施新模式，车王镇中学的
课堂教育变得高效，教学质量跃居
全县前列，学校连续四年被评为无
棣县教学质量星级学校，并先后被
评为滨州市教科研工作先进单位、
滨州市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在无棣
县中学观摩交流会上，崔巍代表学
校作了题为《以学定教，双主互动，
全力打造高效课堂》的专题报告，赢
得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到无棣县清华园学校支教后，
崔巍承担毕业班语文教学任务，并

兼任初中部教务主任。熟悉校园情
况后，他主持创建了“二环五步生命
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带领全体教师
奋力拼搏，使清华园学校中考成绩
连续三年位居全县第一。

在语文教学中，崔巍打破教师
讲、学生听的“一言堂”教学陈规，把
大量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真正
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他根据自
己多年的经验，制定了《量化管理奖
惩制度》，把学生的课堂行为习惯、
课堂展示、作业等进行量化，评选

“语文十佳学生”。这一措施大大激
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他所教
班的语文成绩每学期都位居全校乃
至全县第一。

课务繁多，加上教务工作繁重，
崔巍常常是白天上班时间做教务工
作，晚上回到家再备课、批改作业，
经常忙到深夜。周末晚上，当别人沉
浸在与家人团圆、与同学聚会、与朋
友娱乐的休闲中时，他却坐在电脑
前精心指导学生作业……因工作劳
累，2022年初，崔巍患了中耳炎和高
血压，双耳鸣叫，听力下降。但他仅
治疗两周，病情稍微减轻后，马上重
返工作岗位，他说放不下自己的学
生！

从教32年，崔巍当了17年班主
任、8年中心教研组长、13年教务主
任。在管理班级上，他用自己的言传
身教去影响学生，用一颗爱心去感
化学生，赢得了学生爱戴。

崔巍不仅自身教学成绩在全校
乃至全县领先，更毫无保留地传授
经验，引领年轻教师成长。在九年级
语文团队，他始终是带头人和把关
教师，经常对年轻教师采取推门听
课、听汇报课、一对一指导等方式进
行传帮带。如今，他带的徒弟陈晓
慧、秦清婷等都已成长为了学校的
骨干教师。

无棣县车王镇中学语文教师崔巍：

扎根教育一线三十二年 创新教学模式育人成才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创新
永无止境。今年，在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滨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基础化工生产基地
生产四部四氯乙烯装置工段技术员
王哲获得“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荣
誉称号。

1995年8月出生的王哲，主要
负责装置技改项目、小改小革项目
的申请、实施工作。作为企业新生
代技能型员工，王哲积极践行开拓
创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
精神”，肯吃苦、愿吃苦、不怕苦，始
终发挥青年员工模范带头作用。参
加工作以来，他克服种种困难，攻克
3项技术难题，参与了2项实用新型

专利的落实及实际运用。
在很多人眼里冷冰冰的机器设

备，在王哲眼里都是有血有肉、有感
情的。参加工作以来，王哲虚心学
习，认真负责，从副操、主操到技术
员，操作技能稳步提高。2019年5
月至2021年12月，王哲先后负责完
成了装置某大型进口设备管道材质
升级项目、特种设备双体系建设文
件修订、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压缩
机运行及停车保护方案管理规定编
制、四氯乙烯装置尾气综合回收利
用项目、碱洗系统升级改造等工作；
参与负责了四氯乙烯装置新增环保
设施项目、二氯丙烷精制尾气回收
利用项目、回流泵盘车器研究开发

等技改项目。无论在哪个岗位上，
王哲都以高度的责任感严格开展工
作，对各种生产故障和突发事件从
容应对。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工作中，
王哲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遇到的问
题。2021年3月至5月，四氯乙烯
装置新增环保设施建设期间，施工
人员不足、设备拆除与安装进度拖
后等问题重重。为此，王哲每天以
厂为家，吃在工厂、睡在工厂，与项
目小组沟通、与生产厂家交流、与施
工人员探讨，最终确保了项目保质
保量完成建设。

2019年4月，担任基础化工生
产基地生产四部团支部书记以来，
王哲积极响应团委号召，围绕公司
工作计划和安排，大力宣传公司面临
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激发青年员
工立足岗位、勤奋学习、建功立业的
热情。在滨州市全力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王哲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投身于滨化集团

向社会无偿捐赠消毒液工作现场，为
抗疫工作奉献了一份力量。

王哲善于团结同事，力所能及
地为同事排忧解难。结合青年员工
的需求，他积极组织开展一些积极
向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凝
聚一心”户外拓展团建活动、“活力
青春、运动无限”篮球赛、“亲近自
然，放松心情”亲子踏青活动等。因
表现突出，王哲多次被公司评为“优
秀团员”“优秀团干部”“工艺技术管
理先进个人”，2020年度被评为“滨
州市优秀共青团员”。

“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专注和
极致，专注的目的就是要将产品做
到极致。”王哲说，劳动创造幸福，技
能成就梦想，他将秉承滨化集团“创
新、诚信、尽职、敬业”的企业精神，
赓续精神血脉，坚定发展的信心和
必胜的决心，不断钻研、开拓创新，
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
中勇立潮头，成为兼具技术、技能、
学识的复合型人才。

滨化集团技术员王哲：

“95后”技术员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马振棣 刘浩然

“适度饮酒对健康有益”“睡觉
时手机放枕头边容易得脑瘤”“维生
素 C 片 能 预 防 和 辅 助 治 疗 感
冒”……朋友们，看到这些内容，有
没有觉得很熟悉？是不是对这些内
容又有些无奈？

在网络时代，似乎每一个微信
群里，都活跃着一些热心善良的大
叔大妈，他们乐此不疲地转发着形

形色色的所谓“健康科普知识”，但
从来不曾质疑这些信息的真伪——
事实上，喝酒无论多少，都对健康无
益；手机对人体的辐射，也小到可以
忽略不计。

这些年，我们信以为真的谣言比
比皆是。你稍不留意，就会被假科学、
伪科普蒙蔽头脑，“智商惨遭下线”。
现在，网络成为谣言的温床——“吃加
碘盐是可以抵御核辐射的”“神药板蓝
根是包治百病、秒杀新冠的”……因为
听信了谣言，很多人半夜三更排队到
超市和药店抢购，争当“带盐人”，争抢
板蓝根。如今，不知道曾经抢购盐和
板蓝根的朋友们吃得怎么样了？有没
有为自己的“无脑行为”后悔？

很多人以为，一部手机就是一

本百科全书；我只要连上Wi-Fi，就
找到了解锁万物真理的钥匙，站在
了通向人类智慧的阶梯上。醒醒
吧！朋友们，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
真理和谣言很难一下辨明。

网络谣言的蔓延，归根结底还
是源自大家知识储备的不足和警惕
意识的欠缺。当然，还有“无脑跟
风”的从众者以及看“热闹不怕事儿
大”的捣乱者的推波助澜。倘若你
正是无意中传播网络谣言的一员，
那就要检讨一下自己的认知能力和
判断是非的能力了。

网络谣言的危险级别和危害程
度不一而足——商业利益的驱动、
流量至上的诱惑，都是谣言滋生的
动因。当你失去判断力和甄别力，

盲目转发各类谣言时，你已经被利
用了——你会成为无良商家攫取非
法利益的推手，也会成为助长他人
恶意营销炒作的“工具人”。而你自
己，小到上当受骗，大到扰乱社会秩
序，构成违法犯罪——当你将自己
觉得猎奇、刺激的信息随手转发到
微信群，可能会为自己招来牢狱之
灾，这可真不是危言耸听！

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别让谣
言成为“科普”，也别因随手转发猎
奇信息误了一生前程。网络从来不
是法外之地，也容不下任何一名法
外狂徒。面对难以立时判断真伪的
信息，只有多方查证才能洞若观火；
面对一看便知是虚假内容的“谣
言”，请反手“赏”它一个举报。

莫让谣言成“科普” 别因转发误前程
葛肇敏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刘金峰 报道）今年以来，滨
州建设银行油区支行深入开展
防范网络电信诈骗宣传活动，通
过反诈知识进网点、进广场、进
家庭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广大
群众树立反诈意识，帮群众守好

“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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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渤海五路黄河十四路建翔小
区院里，客户中以老年群体居
多。该行在为客户提供爱心座
椅、老花镜等便利的同时，安排
专职人员对大厅的客户进行反
诈知识宣传，并在醒目位置张
贴反诈知识标签，营造浓厚反
诈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老
年客户的反诈意识和能力，持

续改善老年客户的金融服务体
验。

在此基础上，该行经常组织
开展反诈宣传进广场活动，组织
银行职工走进群众经常活动的
广场，通过开展宣讲会、发放宣
传折页等方式，积极宣传金融消
费者的八大权利、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防范非法套路贷等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加深老年客
户对金融知识的了解。

对于不方便到网点办理业
务的客户，该行提供上门服务。
在平时工作中，如果遇到有生
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客户，该
行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上
门提供服务，实现了“金融服务
送上门、反诈知识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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