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荣新 邱然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朱大姐，你先在救助金领取表上签个

名、按个手印。”近日，在滨州市滨城区妇联办公室里，
随着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呼，没过2分钟，市东街道沙家居
委会42岁“两癌”贫困妇女朱转就领到了2000元救助金。

2012年，朱转查出患有乳腺癌，做了乳腺切除手术，
2016年又切除子宫，长期化疗引发贫血、肝脏疾病等并发
症，高额的治疗费花光了家中的积蓄。面对两个上学的孩
子和生病的妻子，朱转丈夫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

随后，区妇联主席崔莹又来到结对救助的市东街道屈
家居委会贫困妇女范宝翠家中，送上1500元慰问金。

这是春节前夕，滨城区妇联组织开展“关爱贫困妇女
寒冬送温暖”新春慰问活动的一部分。这已经是滨城区

妇联连续开展救助活动的第4年。滨城区妇联与民政、扶
贫、慈善部门联合对50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低保家庭、
贫困家庭中的“两癌”妇女进行救助；组织82个区直单位(部
门)、乡镇(街道)、巾帼文明岗与46名贫困妇女结成救助对
子；同时还发动女企业家参与到活动中献爱心，进行救助。
全区今年共对97名贫困妇女发放救助金18 . 17万元。

近4年来，滨城区妇联发挥乡镇(街道)、区直部门、
女企业家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合力作用，把救助困难妇
女、儿童纳入重要日程，筹集并发放救助资金100余万
元，救助贫困妇女290人次、“春蕾”女童280余人次。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李明伟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环翠区节前召开“逐梦·威海

卫”2018全国风景、静物油画作品展发布会，公布这次全
国最高级别的油画专业学术评选、展览活动于2018年2月
正式启动，为环翠区的“油画小镇”建设再添一把火。

2015年，立足区域实际和文化产业特点，威海提出打
造油画艺术原创基地。2017年，环翠区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确定了在孙家疃区域建设“中国油画小镇”。经过一
年的努力，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在美术界初具影响
力。为助力油画产业发展，环翠区确定承办“逐梦·威海卫”
2018全国风景、静物油画作品展。此次油画作品展是威海市
迄今为止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油画展览活动。环翠
区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对外宣传、招商
和推介活动，邀请一批国内学术层面高、影响力大的机构团
体进驻“中国油画小镇”，夯实油画学术和产业基础。

□记者 孙亚飞 王兆锋
通讯员 朱桂林 张 健 报道
本报高唐讯 “在村支部候选人信息公

示前，街道组织办的同志发现，我的基础信
息表上的结婚登记时间是1998年4月，而山东
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里显示的却是1999年4
月。经过核实，原来是填表员误填。”葛宝
荣说，“你可别小瞧了这个填错的数字。如
果没有及时更正，那我就通不过‘程序关’
了，更别提成功当选了。”

葛宝荣是高唐县人和街道南王村党支部
书记，她的这个经历，是高唐县在村(城市
社区 )两委换届“两推”环节，严把“三
关”的例证。

严把“三关”，以确保新当选的村干部无
“带病上岗”。何为“三关”？为选出百姓称心、

组织放心、工作用心的高素质村干部，高唐县
在“两推”过程中着重强调了“纪律关”“程序
关”“标准关”的“三关”环节。

严把“纪律关”，即组织全县村、社党
支部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守换届
纪律”为主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通过
谈心谈话、重温入党誓词、签订承诺书等方
式，确保廉洁换届。严把“程序关”，即制
定操作流程，从请示、批复、审核、推荐、
选举、公示等各个环节逐一细化，从县直单
位选拔108名驻村党建指导员，进行全程指
导。严把“标准关”，即坚持正确用人导
向，细化10种“不能”“不宜”情形，坚决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为让群众家喻户晓换届纪律，高唐县借
助“村村响”广播喇叭平台，由县电台播报换

届纪律“十严禁”，每天定时播出，县委组织部
还起草推送了告全县农村党员群众的一封
信———《珍惜民主权利 投好神圣一票》，引
导群众“选出讲政治、守规矩、重品行、有本
事、敢担当的人，反对选有违法犯罪和违纪行
为、道德素质低劣、在群众中影响较坏的人”。

换届选举规范操作，群众积极参与。姜店
镇魏庄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天气寒冷，但
村委会院子里很快坐满了选民，沈条清再次
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魏庄村是个小村子，
只有300多人口，村庄的土质盐碱化，家家
户户日子过得艰难。沈条清积极争取上级扶
持政策，实施了旧村改造工程，柏油路通到
了家门口，村民喝上自来水，旱改厕一户也
不落，村庄环境实现了美化、净化、亮化、
绿化。“平时老百姓的大事小情，他都挂

着，拿着当自个儿的事办，可上心了。俺村
里现在这么好，他可真下力了，俺看不错，
选他就选对了。”郭桂英大娘说。

据统计，高唐县自去年12月份启动村和
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到今年2月11
日，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在换届选举中，对
村级班子进行全面分析研判，筛选出一类班
子458个、二类班子150个、三类班子23个，排查
出11个换届重点难点村，并将这些村作为重
点，建立台账，由县级干部挂点联系，镇街党
政班子成员负责帮包，一村一策，分类指导，
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后再进行换届。
同时，高唐县认真组织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
任经济责任审计，确保“财务家底盘清、各项
收支结清”；开展谈心谈话，了解情况，听取建
议，做好面对面指导。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吕娜 郝磊

“我说不能卖就不能卖，说啥都不能卖
了！”1月24日一大早，老柳的老伴儿和老
柳怄起气来。

原来，莱芜高新区鹏泉街道办陈梁坡村
马上要拆迁改造，柳敬增老两口正忙活着拾
掇家什。老柳要卖掉家里用不着的东西，为
了一口缸，老伴儿却跟他较上了劲。

老柳没吱声，闷头奔进北屋，拖出个烟
囱来，搁在了院子里；接着又转身回去搬出
个铁炉子来，紧接着又是个蒜臼子。见状，
还在抱着水缸生气的老伴儿回过神来：“你

这老头子，啥也卖喽，住了楼这些东西难道
就不用了？”

“算算看，多少钱，都卖了！”对于老
伴儿的百般劝阻，老柳似乎并没在意。

早等候在此的“破烂王”赶忙上前，称
斤点数，“22斤！”“这缸还卖么？”

“依老婆子的，不卖了！”老柳心软
了。

这口缸是老柳家里的“老古董”，作为
老伴儿的陪嫁，跟了他们已有50多年。他们
从土坯房到砖瓦房，几经搬迁，家什更新了
几代，唯有这口缸始终伴随着老两口，见证
了他们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

有了儿孙后，这口缸又成了盼儿孙回家

的念想。几多春秋，每进了腊月，老两口都
是将水缸里接满水，将铁炉子生得旺旺的，
给孙儿们烤个红薯、馒头，数着日子盼孩子
们回家过年。

今年已是72岁的老柳和老伴儿，卖掉家
什，离开家，真是“不舍得”。

这次大搬迁不同往常，按照有关规划，
陈梁坡村被列入今年的旧村改造计划，大桥
路北延，俗称的“高铁大道”将穿村而过，
村庄要大变样。

这口缸的去处，让老柳犯了难。
以前都是从平房搬进搬出，现在，旧村

改造回迁后，二老将住进楼房，上楼有电
梯，集中供暖、自来水、天然气更是一应俱

全，两位老人很是满意。但住了楼，缸似乎
没有了用场。

村干部段伦花来串门知道了老人的心
思，“大爷，放心，越搬越好，村里肯定会
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早日让咱们大
家庭的成员回家。春节后，我们的村史馆也
要动工了，村庄发展资料、历史照片，包括
村里的老物件，都可以放在馆里。如果您二
老愿意，这口缸就可以摆进村史馆。”

老柳的缸，不用卖了。村史馆建成了，
缸也能回“家”了。“振兴乡村，不但要把村子
变得生态宜居，还要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就
是守住我们的根本。老一辈人能睹物思情，也
让年轻人饮水思源。”村支书曹方才说。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蓓
本报通讯员 沈振江

潍坊高新区东方路以西、北宫街以北区
域是社会公认的黄金旺地，如果进行商业开
发的话，将为区财政带来丰厚收益。出人意
料的是，高新区管委会从企业手中高价回购
后，做起了“赔本买卖”，在这片45亩的土
地上建起了学校。决定一出，得到百姓的拍
手称赞。新年伊始，区管委会又与山东电力
三公司洽谈，将电力三公司47亩土地回收，
用于建设杰兴小学和杰兴幼儿园。

近两年，潍坊高新区累计投入12亿元，
高标准建设了17所学校、幼儿园。接下来的
3年，计划再投资30亿元，扩建4所学校、新
建10所学校，预计新增建筑面积约59 . 3万平
方米，新增学位约2 . 3万个。

在寸土寸金的潍坊高新区，学校大多位
于黄金地带，老百姓都说政府是真“舍得”
办教育。“对高新区来讲，教育是最普惠的
民生，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建设国际化现

代新城的关键一环，是争当‘四个城市’建
设排头兵的有力支撑。”潍坊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初宝杰为“舍
得”作出解释。

在最好的位置建学校，这还不够，还要
让学校成为当地最漂亮的建筑。在潍坊高新
区，各个学校的教学楼风姿各异，错落有
致，成为城市一抹亮丽风景。“教育是百年
大计，学校也应该是百年工程、百年建
筑。”初宝杰说，高新区要争创潍坊“品质
城市”建设的标杆，在学校建设上必须高档
次、高水准、高品质。高到什么程度？“用
行业最高标准建设学校”。

于是，聚焦“办全国一流教育”的目标
定位，潍坊高新区引入中国教科院未来学校
实验室等国内顶级设计团队，对潍坊未来实
验学校、盛世学校等进行高端规划设计，打
造一批“百年学校”“未来学校”。对已建
成的6所学校，进行绿化改造、外立面提
升，全区各中小学基本实现了新校有品位、
老校有内涵。

“真金白银”既让一个个现代化学校落
地潍坊高新区，也让每一名师生切实感受到
获得感。2017年，该区将中小学校生均公用
经费一次性提高50%，分别达到1210元、1510
元，经费保障水平全市最高；投入6 2 3万
元，为中小学生免费配备正装校服；设立
200万元的名校长、名园长奖励基金，600万
元的优秀教师绩效资金。“潍坊高新区在教
育经费保障上，一直是大手笔。”区财政局
预算科科长李赟说。

位于泛海城市花园里的小神龙幼儿园是
一所民办园。去年让家长们意外的是，幼儿
园每月1200元的管理费，突然降到600元以
下，并挂上了区机关幼儿园分园的牌子，区
机关幼儿园还帮着培训师资。

由于历史欠账大，“公办园入园难，民
办园入园贵”困扰着众多家长。于是，高新
区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降低收费。2017年，
将4所民办园转成普惠园，累计投入222余万
元，减轻居民负担1566 . 7万元。

2017年，潍坊高新区还在全市率先实现

了公办中小学外籍教师100%全覆盖，开发完
成1—9年级的外籍教师授课教材。“高新区
要按‘二线城市’标准，打造潍坊全域国际
化先行示范区，教育国际化必须走在前
面。”初宝杰说。

国际化教育让孩子们更有国际视野，特
色化教育则实现了孩子个性发展。东明学校
的责任教育、北海学校的和雅教育、清平小
学的家校共育、实验学校的生态教育、浞景
学校的阳光教育、志远小学的科学启蒙教
育、凤凰学校的智慧教育、钢城现代学校的
UDP课程等特色教育都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模
式，每一所学校都有过硬招牌，每一个孩子
都有一技之长。

潍坊高新区还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战
略，成立高新东明、北海、双语三大教育集
团，涵盖全区10所学校和16038名学生，全区
教育进入一体化优质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在
2017年潍坊市教育工作群众满意度电话随访
中，高新区以99 . 23%的满意度位居9个市区
和市属开发区第一名。

如何确保村社两委换届风清气正

高唐：严把“三关”选出“三心”干部

陈梁坡村忙搬迁，老两口却因为一口缸争执不休———

老柳搬家带着缸

优先办教育实现“弯道超车”
潍坊高新区“真金白银”打造国际化现代基础教育名区

滨城区：97名贫困妇女

喜领新春“红包”

环翠区：专业画展助推

“中国油画小镇”建设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季龙 张峰 报道
本报滕州讯 2月7日，记者从滕州市公安局获悉，在

滕州近期发生的一起火灾中，施某等5人因违反消防安全
法律法规，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1月29日16时35分，滕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电话称：辖区一单位脱硫塔着火。由于处置及时，当日下
午17时29分时即将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滕州公安消防大队立即成立3个工作组，连夜展开调
查。调查发现：火灾单位员工施某、侯某2人存在指使他
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行为；张某、陈某2名人员
存在违规使用明火作业行为；孔某存在过失引起火灾行
为，以致造成了本起火灾。

为惩治消防违法行为，滕州市公安局根据《消防
法》，依法给予施某、侯某、孔某3人政拘留15日的行政
处罚，给予张某、陈某2人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一起火灾5人被行政拘留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郑田梓 报道
本报齐河讯 “去年俺在济聊高速南侧种了9 . 8亩杨

树，因成活率高，县里给了4900元补贴。”2月2日，齐河
县潘店镇李保元村村民李洪义说，“成活率保持在95%以
上，今后两年还可以继续领补贴！”

近年来，由于木材市场行情低迷，群众植树积极性普
遍不高。对此，齐河按照“政府奖补、乡镇落实、林农收
益”的原则，县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对国道308、省道324、
华焦路等10条主干道的路网绿化进行扶持，新造林成活率
达到95%以上，每亩可得补贴500元，连补3年。“这样确
保了苗木的成活率，而且有效延长了砍伐周期，扮靓了绿
色廊道。”县林业局局长张本生说。去年，这些主干道两
侧新增绿化面积3057亩，兑现补贴152万多元。

此外，齐河以“绿河、补网、调结构”为目标，多元
化投入，去年投资3亿元对国道309生态城段进行高标准景
观绿化，栽植树木6万株；启动北展堤、津浦铁路、旅游
路、京台高速等道路绿化提升工程，栽植绿化树木13万
株。县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对植树造林规模
大、标准高的乡镇进行奖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补
绿”，督促企业分别流转土地1300亩，种植白蜡、法桐
等。还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苗木选择、植树造林等工作进
行技术跟踪服务。去年，全县完成造林4万余亩，林业总
产值达17 . 8亿元，有效提升了大气环境质量。

林农得实惠 生态有保障

齐河：财政连补3年

引导全民植树

□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姜建彬 王 丽 报道
本报莱州讯 2月6日上午，莱州市三山

岛街道过西村程兆君家里很是热闹。为了准
备过年吃的饽饽，她邀请了几个姐妹一起来
帮忙。红红的大枣，白白的面团，在她们手中
不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胖乎乎的大枣饽饽。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发面做馒头，然
后再做几个大枣饽饽。”程兆君告诉记者，大
枣饽饽不但比一般的馒头个头大、份量重，还
比平时做馒头复杂得多。要经过和面、发酵、
戗面、揉面、造型、醒发、蒸、上色8道工序。大
枣饽饽有六个“鼻”，代表六六大顺，顺心顺
意。

大锅热气腾腾，柴火烧得正旺，经过四十
多分钟的蒸制，一个个象征吉祥、美满的大枣
饽饽终于出锅了。白里透红，白白胖胖，热热
乎乎的，让人看着就眼馋。

自从进了腊月门儿，莱州市朱桥镇面塑
艺人孙雪堂可忙坏了，每天都有邻居到她家

“学艺”。“孙大组心灵手巧，什么东西只要
看上一眼，就能记在心里，手上就能做出
来，而且做得生动形象。”村民孙晓玲告诉
记者，每年春节前一有空，她就到孙雪堂家
中跟着学做面塑。

孙雪堂做面塑的手艺可是祖传下来
的，加上她心灵手巧，现在已经名声远播。
春天盖房子的多，她就做“二龙戏珠”“龙腾
狮舞”；冬天娶媳妇的不少，她就做“富贵有
余”“鸳鸯戏水”。不管做什么，做出来都是
惟妙惟肖。凭着这手绝活，孙雪堂还拿过全
国大奖，她的面塑作品不仅卖到了天津、北
京，还远销到了国外。

“你看这个‘花团锦簇’‘攀龙附凤’，有
着浓黑的粗眉，大大的黑眼睛，饱满的大鼻
子，嘴里含着元宝造型的是‘圣虫送宝’，这
可是我花了半个月功夫，用了三十多斤面
粉做出的‘大圣虫’。”孙雪堂说道，今年是
狗年，她还特意做了不少狗的面塑，期盼
狗年事业兴旺发达。

巧捏面塑贺新春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卞 勇 报道
本报微山讯 “写材料、发文件照搬照

抄，编发新闻稿件东拼西凑、复制粘贴，这
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2
月1日，因自查报告内容重复率偏高、存在
抄袭拼凑问题，微山县纪委对6个县直部门

和2个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进行了集体约
谈，约谈会上，微山县监察委委员华明立督
促相关单位要尽快整改。

据介绍，在微山县去年举办的“遵规守
纪大教育”活动中，个别部门单位前后上
报的两次自查报告内容重复率偏高，有的
甚至一字未改，仅修改了落款时间；个别

乡镇在编报刊发信息稿件时，存在明显的
抄袭拼凑现象。“对存在问题的部门单位
约谈，不仅是对相关部门单位的一次警示
教育，也是对其他部门单位的一次警醒，
更是推进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微
山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县监察委副主任王
志刚表示。

今年以来，微山县纪委、监察委认真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
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细处着
眼，小处着手，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
挖细查，两队暗访组不定时分赴窗口单位、
服务大厅开展明察暗访，查摆和纠正“推绕
拖”、“中梗阻”等方面问题线索；开展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调研，分赴乡镇
街道、县直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实地走
访；加强党规党纪学习教育和党员干部的集
中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巩固拓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成果，并对8起典型案
例进行了公开通报曝光。

抄袭拼凑自查报告 8单位被纪委约谈

□姜建彬
王 丽

报道
孙雪堂

制作的圣虫
面塑。

□张环泽 吉喆 报道
新春佳节期间，位于枣庄市中区鲁南书城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的欢迎。
2月8日，鲁南书城重新装修后开业，市里组织伏里土

陶、山亭皮影、手工布艺、面塑等1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在书城集中展示，并向现场市民传授绝技，让市民近
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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