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新学期开始，一堂“国际第二课
堂”在潍坊新华中学开课。60名初中生
端坐在教室里，通过互联网跟美国外教
专家Chris老师连线直播，上了一堂地
道的外教课。中方助教王琳老师说：
“学生通过与外教老师的口语互动，大
大提高了学好英语的决心和信心。”

如今，潍坊市的课堂上，早已告别
了“一支粉笔两手灰”的传统方式。运
动手环提高了体育课科学性和安全性；
pad课堂颠覆了以前的教学模式；电子
班牌实现班级、课程等信息的适时发
布……和5年前相比，学校校园让人看
到了未来学校的影子，更是潍坊市多年
来教育信息化的缩影。

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潍坊
市从2014年，经历了试点、全面启动，
2016年步入深化应用与个性发展阶段。
全省率先高质量完成多媒体教学“班班
通”工程，全市电子白板教室、多媒体
投影教室配备率达96%。同时，新改扩
建幼儿园1246所，中小学标准化率由
40%提高到100%。提前两年基本完成国
家确定的农村薄弱学校改造任务，所有
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

家验收。
满意不满意，学生和家长们说了

算。2016年全省各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考核群众满意度电话访问结果显示，
潍坊教育工作群众满意度达95 . 27%，连
续7年居全省、市各行业首位。

同样感到满意的还有临朐县东城街
道齐家庙社区72岁的窦永花。

“以前总觉得我们农民最苦，辛辛
苦苦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保
障都没有，没想到如今我们跟城里人一
样，每月都能领到养老金。”让窦永花
感到老有所依的还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去年5月份，她做了白内障手
术，2000多元的手术费报销了一半多。

2014年7月，潍坊市被列为全国全
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城市，截至2016年
底，潍坊市户籍人员登记信息入库率达
到99 . 3%，全民参保登记数量指标名列
全省第一，入户调查有效信息采集率达
到98 . 4%，质量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潍
坊市社会保障水平逐年提升，可量化项
目保障标准全部达到或超过省均水平。
被确定为全国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市，成为社会办医国家联系点。

以前收山楂要求人帮忙，现在大家
都来抢。这是临朐县寺头镇杨桃村村民

最近几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杨桃村位
于嵩山脚下，三面山岭环抱，主要经济
作物是山楂。

为何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从
一条路说起。这条路是该村仅有的一条
通往外界的路，10年来，从土路，到沥
青路，再到2013年修成水泥路。“水泥
路修到家门口，汽车直接开到家门口，
整车的山楂从山里运出。”村民赵德仁
高兴地说，以前路不好走，山楂运出村
就碰出了一些外伤，卖不出好价钱，如
今山楂还没熟，就有收购商找上门。

5年来，一项项民生工程相继出炉，
一件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好事落到
实处，潍坊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越
来越高。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由
75 .3%提高到80%，承诺办好的民生实事全
部落实到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49 . 3%和54 . 7%。42 . 4万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309个省定扶贫
重点村摘帽。累计新增城乡就业114 . 6万
人。新开工各类保障房3万套，改造棚户
区9 . 6万套。新建改造农村公路1 . 2万公
里，完成道路安防工程3936公里。规模化
集中供水覆盖率达到94 . 7%，农村全部实
现了饮水安全。336个中心村完成电网改
造。

为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投资20
多亿元，在全国率先整建制达到国家新
的饮水安全标准。为让老百姓吃上放心
的食品，全力建设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群众满意
度和现场检查验收均取得全省最好成
绩。为让百姓出行更方便，全市建成自
行车绿道1100多公里，投放公共自行车
5万多辆。为让老百姓生活环境更清
洁，全域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同时，在学
校和社区建成“四点半学校”534处，
实现了学生照护从学校到社区到家庭的
无缝对接；潍坊机场开通了国际航线，
潍坊港开通了国际集装箱业务，京沪高
铁二线途经潍坊，济青高铁、潍莱高铁
开工建设；引黄入峡、引黄入白等工程
建成运营，“特高压入潍”工程进展顺
利……

一大批事关市容环境、交通秩序、
市场秩序、文化环境、社区环境的工
程、项目纷纷登场。“牛皮癣”没有
了，路面整洁了，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天数增多了，环境变美了，潍坊市获评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了。实实在在的
改变，带给潍坊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八成 承办的民生实事全部落实到位

百姓幸福指数节节高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张蓓

9月9日，周六，59岁的潍坊市民宋幼君和50多名市民在潍坊市图书

馆学习汉服、茶礼。

9月10日，周日，宋幼君又约上几个老姐妹到潍坊艺术剧院看传统吕

剧《墙头记》。“太精彩了，张木匠真是演活了，而且免费看大戏，真

好！”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也是宋幼君退休后忙碌的周末。忙碌的还在

后面，每周一宋幼君要到潍坊市文化馆学葫芦丝；周二去2017“中国潍

坊”传统工艺创意设计博览周上欣赏刺绣、核雕等非遗项目……“虽然

不再年少，但梦想还在。”宋幼君说，只要有机会、有时间，自己就会

出现在潍坊各个文化场馆。

参加这么多文化活动，该多费钱？提起开销，宋幼君乐了：“一分

钱都不需要花。”

在潍坊“公共文化云平台”上，潍坊市近期将举办的文化活动一目

了然，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担当“亲”的角色，市民看好哪个文

化活动，直接下单预订，真正实现“百姓点单、政府买单、团队竞

演”。

去博物馆看一场艺术精品展，到规划馆听一听城市的变迁，到图书

馆读书，去科技馆感受科技迷人魅力……目前，潍坊市公共文化场馆全

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周末或节假日，越来越多的潍坊市民走进各类公共

文化场馆，感受现代生活的绚丽多彩。

目前，潍坊市基本建成覆盖城市农村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

络，潍坊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市图书馆成功创建

国家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形态试点单位。2018年，潍坊

市将开工建设文化馆群，包括博物馆群、美术馆群、名

人馆群和文学馆群，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投资预

计15亿元至20亿元。“到那时，又多了学习的

场馆了。”宋幼君期盼着。

宋幼君忙碌的退休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李爱玲

一斤小米8块钱，远高于市面上普
通小米身价，但仍被游客们疯抢。在昌
乐县乔官镇姬家庄子村，当地村民乐呵
呵地说：“别地方种的是米，我们种的
是‘金沙沙’。”

然而，前几年却不是这番景象。据
55岁的姬家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徐振兴介
绍，2014年，村子被认定为“省定贫困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91户162人。

如何为姬家庄子摘掉贫困“帽
子”？乔官镇打出了两张牌：特色农业
产业扶贫和发展特色乡村生态旅游。

由于紧邻远古火山群，土壤构成
为火山灰，富含锰、锌、硒

等微量元素，姬家
庄子发展

起了火山杂粮种植，种植面积达到
10000多亩，其中小米最多、名气最
大。徐振兴说，村里成立了昌乐县无极
山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把村民纳入合
作社，生产出来的小米统一注册使用
“姬字牌”火山小米。

质量好，让“姬字牌”火山小米身价
暴涨。截至2016年10月，仅靠特色农业种植
一项，姬家庄子村实现了88户159人脱贫。

这几年，村子还搞起了乡村旅游。
在小村北侧，是火山跑马场。66岁的姬
洪平负责跑马场的管理和马匹喂养工
作，每月有1500元的工资。两年前，姬
洪平的生活还深陷贫困。“最难的时候
是前两年，孩子长了十几年的病没好，
我又生出血热，为治病，家里的4间屋
卖了，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姬洪平
说，多亏政府扶贫政策好，先免费送了
10只羊，让他们养着，又提供了工作岗
位，家里还有一亩多地种小米，一年下

来，收入3万块钱不成问题。
徐振兴说，现在村里还有3个贫

困人口，属于完全或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目前也全部被
纳入低保覆盖范围，
实现社保政策
“兜底”。

“在扶贫
政 策 的 帮 扶
下，我们村今
年肯定能够按
期摘掉贫困村
的‘帽子’，我
们实现的不是
数字脱贫，而
是真真正正的
全体脱贫，没
有 落 下 一 个
人。”徐振兴很
激动。

远古火山群下脱贫记

□ 本 报 记 者 张 蓓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周锦江

上周末，家住潍坊高新区新钢街道银通社
区的李元坤家，迎来了从坊子区回娘家的女儿
和女婿。用女儿带回来的无公害韭菜，李元坤
一家人一块儿包了顿饺子。“还是闺女疼俺，
回回来带东西。”老李逢人就夸，笑得眉眼都
挤到了一块儿。

看着孝顺的女儿、女婿，老李的思绪又回
到了一年前。2016年7月22日，尚在新钢街道

中官庄老屋居住的李元坤迎来了女儿大喜的日
子。婚礼结束的当天下午，老李一家没顾上答
谢亲朋好友，就忙着搬家。婚礼结束的第二
天，他家的老房子就被推倒了。

前脚嫁女儿，后脚就把老房子拆了，但老
李却一直乐乐呵呵的。他说，女儿能顺利出
嫁，还得谢谢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照顾呢。

李元坤所在中官庄当时正在进行拆迁，
社区里当初制订的拆迁截止日期正好是李元
坤嫁闺女的那天。早就定好的良辰吉日哪能
说改就改？两件大事撞了日子，李元坤一家

不知如何是好。最后通过自改委，全村100%
通过，让李元坤先嫁闺女，再大面积地展开
拆迁工作。

拆迁后，李元坤分到了一套132平方米和一
套97平方米的楼房。李元坤儿女双全，自己经
商，妻子开着一个小商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日子，以前连想都没想过。”李元坤说。
银通社区是国家农发行重点支持的棚改安

置项目，用于安置新钢街道北部8个社区1800
户居民。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82亩，总投资
12 . 9亿元，建设高层49栋50万平方米。

老农李元坤双喜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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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晨曦下，市民练习太极

扇舞

②人民广场上集体太极操

表演

③潍坊市区白浪河畔东侧

风景

④遍部城乡的广场为市民

健身提供了场地

⑤老年文艺小队在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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