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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门传铭

3月12日上午，山东泰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秸秆处理车间，45岁的王耀文和同事一起维修皮
带轮。“王耀文做事积极认真，干活不惜力气，
表现不错。”泰昌生物张洪利说。

今年2月份，王耀文领到4000多元的收入。
王耀文是寿光市古城街道赵家井子村人，家

中现在有妻子和一个7岁的儿子。王耀文的妻子
从小患有严重小儿麻痹症，2016年被鉴定为一级
残疾。“既需要照顾妻子，也需要照顾儿子，我
就只能在家附近上班。”王耀文说。

2016年初，原来工作的工厂搬迁，王耀文失
去稳定收入。赵家井子村附近的几家公司，王耀
文多次上门求职，老板都说不需要工人。没有办
法，王耀文就只能去劳务市场打工，但是收入太
少，也不稳定。

2016年，古城街道党工委为全街道未脱贫的
101户成立了帮扶（关爱）小组，其中办事处副
主任赵磊为组长，寇斐、张友道为组员的帮扶小
组包靠王耀军家。帮扶小组成员多次上门走访了
解情况，并给贫困户留下了赵磊主任的联系方
式。在多次找工作受阻之后，王耀文就打电话给
赵磊。

接到电话后，赵磊多方打听、联系，在泰昌
生物给王耀文找了个工作。

“当时，我们工厂刚刚把人员招聘满额，但
听说了王耀文的情况，立即安排了工作。”张洪
利说。

最初两个月，王耀文做秸秆分拣工作。之后
被提拔为车间修理工。

“离家只有5里地，很近便。工作时间相对
自由，领导照顾我，让我有时间回家去照看一
下。”王耀文说。

干了维修工后，王耀文的月工资3400元，加
上加班费等，王耀文月收入4000多元。

“针对101户贫困户，我们精准识别，有针
对性地帮助，取得较好的效果。”古城街道农业
和农村办公室主任张永林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秀玲

“以前孩子没有耐心，不愿意动手，连画
画、插小积木都不乐意做。现在做趣味棉花手
工，她自己设计、选材、粘贴、装饰、添画，能
玩半个多小时，改变很大。”寿光市双王城生态
经济园区寇家坞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娴娴的妈妈李
巧秀说。

寇家坞幼儿园地处寿光北部，因为是盐碱
地，百姓农田中多数以种植棉花为主。

“有利的地理条件给孩子提供了便利的实践
课堂，让孩子从棉花选种、种植、管理、采摘到
制成作品全程介入。这样有利于孩子们获得知
识，养成动手、动脑、勇于探索创新的良好习
惯。”寇家坞幼儿园园长侯会芳说。

刚上小班时，娴娴剥棉花籽剥不出来，急得
大哭。那时娴娴每天回家都要让奶奶陪伴练习剥
棉花籽，坚持每晚剥20个籽，完不成不睡觉。

如今，娴娴制作的《农家乐》，小兔、小
猫、大白鹅、小鸡等用棉绒制作，小羊用的是剥
出来的棉籽堆成，花草篱笆用的棉壳、棉杆、树
叶、树皮。图上还画了彩色的背景、图案。

“从设计、选材料、剥籽、粘贴，到添画成
情景画讲述出来，娴娴每个步骤都很出色。”娴
娴的老师刘梅说。

娴娴的成长，既有老师的引导启发，也有家
长持久的陪伴。“与女儿相互陪伴共同完成一幅
作品，让我们父女变得更加亲密，觉得好幸
福。”娴娴的爸爸安家业说。

“寇家坞小学党支部指导我们幼儿教师以理
解和包容的心来对待孩子，适度引导孩子乐于主
动去做。那么，我们只需耐心陪伴欣赏，静等花
开。”侯会芳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隋艳玲

“在刚性考核制度带动下，教师的工作积
极性被充分激发，3名年近60岁的老教师也主
动要求承担任务繁重的班主任工作。”寿光市
纪台镇吴庙小学校长蒋庆之说。

在以前，由于某些客观及主观原因，部分
教师职业倦怠感较为明显，从教动力不足，个
别教师甚至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
一个样”的思想。

变化来自于寿光推行的“县管校聘”政
策。作为我省首批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
革示范区，寿光打破了教师队伍管理的体制机
制障碍，实现了教师队伍的集体“蝶变”。

“由于职业相对稳定，多数教师有一种单
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加之在传统的管理体
制下，编制、人社、财政等部门对教育的管理
过于具体，不利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寿光市教育

局局长李玉明说。
寿光以“县管”为基础，按照“总量控

制、统筹城乡、结构调整、有增有减”的原
则，由编制、人社、财政等部门会同教育部门
核定教师编制、职称岗位、进人计划、绩效工
资等总量，教育局在核定的总量内，对教师队
伍进行动态调整。

“校聘”就是解决学校需求问题，实现学
校自主聘用管理教师。寿光要求各学校在教育
局核定的岗位数内遵循“按需设岗、竞聘上
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的原则，牢牢把握
“设岗—竞岗—晒岗”的工作流程，杜绝出现
校长“一言堂”“家长制”现象。

寿光营里镇中心小学校长王炳绪说：“对
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求上进、教学效果差、
学生不满意的教师，该落聘就落聘。”

自2015年寿光推行“县管校聘”以来，全
市130所中小学校全部参与，共交流轮岗教师
1737人，其中跨校竞聘967人，中学教师到小
学竞聘279人，交流校长34人。

寿光各中小学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自
主制订考核细则及分配方案，逐步建立起了以
岗位为核心、绩效为取向的绩效考核和绩效工
资制度。

对于经过多轮竞聘仍未上岗的教职工，由
所在镇街教育学区或市属学校与教育局共同对
其进行待岗培训。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进行考
核，培训考核合格的，根据岗位空缺情况予以
安排，参照学校设岗要求和教师意愿，可以签
订转岗或低聘合同。培训考核不合格的，继续
安排培训，培训期间停发绩效工资。超过6个
月未上岗的，不参加年度考核，取消当年度评
优晋级资格，不享受正常增加薪级待遇。

城区学校尤其是名校很容易吸引优秀教师
或骨干教师，而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往往“派
不进”也“留不住”好教师。李玉明说：“如
何让城区优秀教师心甘情愿到乡村支教，是我
们工作的着力点之一。”

在这方面，寿光的思路是制订教师激励政
策。一是岗位评聘向农村倾斜。中学高级和中

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了5个百分点，
小学高级和中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了
7个百分点。在偏远农村学校设置部分中高级
教师岗位，乡村学校中、高级岗位设置比例在
以上比例基础上再上浮2个百分点。二是设置
支教人员竞聘“绿色通道”。三是不断优化农
村教师住宿条件。

寿光市洛城二中英语教师刘爱玲，现在教
着留吕小学四年级一、三班的英语。为了轮
岗，刘爱玲说服了丈夫，还把在东城新区实验
小学上学的女儿带到了留吕小学。“体验不同
学段的教学，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当然，政
策上的支持也很关键。”刘爱玲说。

2016年、2017年，寿光市教育工作群众满
意度分别以99 . 18%、99 . 26%的成绩，位列潍
坊市各县市区第一名。今年1月，第五届全国
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获奖名单公布，寿光市
《扎实推进县管校聘改革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成功入选，获评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
秀奖。这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县级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这个冬天家里很暖和，过了个暖冬。”
寿光商业新村南院居民、75岁的杨兰英说。

杨兰英在这个小区住了二十多年，之前没
有集中供暖，她就在厨房安置了取暖炉。“一
个炉子就占了很大地方，旁边再放上煤，很
乱、很脏，屋内温度也不是很高。一直盼望着
集中供暖呢。”杨兰英告诉记者。

为提高老旧小区居民的采暖质量，去年寿
光对2000年1月1日前建成投用且符合条件的未
供暖小区进行集中供热改造。申请接入集中供
热管网的小区，供热配套费减半收取，即16元
/平方米，全部由市财政补助，直接拨付给供
热企业。

2017年冬天，商业新村南院、向阳小区、
原五金公司家属院、老邮局家属院、啤酒厂家
属院等小区，进行了集中供热改造。

商业新村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共12栋
楼360户。由于建成时间较早，管理单位几度
更改，小区内违建遍布，无处停车，楼道内堆
满杂物，供暖、供气等相关配套设施缺乏，业
主只能自己生炉子。这样不仅导致家中脏乱，
而且室温较低。“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住
在这里。”商业新村居民魏坤峰说。

魏坤峰和老伴的身体都不太好，往年一到
10月份就为买煤、运煤发愁。“现在屋里暖和
也干净，不用往楼上拎煤，也不用打扫炉灰，
真是太好了。”魏坤峰说。

让魏坤峰觉得舒心的还有小区变得干净整
洁了。商业新村南院共190多户居民，乱搭乱
建的小房子就有100多个，现在已全部拆除。
“过去小区的路面坑坑洼洼，一下雨那就是和
稀泥了。原先车也进不来，里头乱七八糟。现
在又整齐、又干净，朋友们也愿意来家里玩
了。”魏坤峰说。

永泰小区多年来私搭乱建、绿化带种菜现
象严重。永泰小区业主李志文说：“你搭他也

搭，也不好管，小区乱糟糟。不仅路难走，夏
天蚊虫还多，大家都叫苦。”

去年9月，圣城街道温泉社区组织社工把
楼道里乱堆乱放的东西、小广告和院里的违章
建设进行了清理。“社工利用两周时间，协助
有关部门拆除违建40多处，清理小菜园3000多
平方米，光垃圾就拉了44车。”温泉社区党支
部书记杜文莲说。

“现在地面也硬化了，干净了，停车也方
便了。”李志文说。

去年圣城街道对城区内无单位管理的近30
处老旧小区，以属地管理的原则划分到各社
区，社区社工定期到老旧小区进行卫生清洁。
为了统一管理，圣城街道在老旧小区设立了业
主委员会或小区自治小组。

据了解，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寿光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根据老旧小区实际情况，推
行以专业化物业服务为主，确保物业管理全覆
盖。

对于条件成熟的小区，引导其成立业主委

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或社会化服务公司签订
服务合同，实施市场化物业管理。对推行市场
化物业管理难度较大的老旧小区，聘请社区物
业服务站开展保洁、绿化、秩序维护等基础性
服务。对规模较小的零星住宅小区，根据业主
意愿，实行产权人自行管理模式，或并入邻近
小区管理。

“通过一系列措施，切实让小区居民感受
到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带来的便利、舒适，进一
步激发居民参与改造的热情，促进老旧小区整
治改造工程有序快速推进。”寿光市住建局老
旧小区改造办公室主任籍法德说。

今年，寿光沁园小区北区列为全省老旧住
宅小区整治改造范围。该小区建筑面积2 . 1万
平方米，共181户。“因为管道老旧，冬天时
温度上不来，在家还得穿棉衣。”小区居民闫
红霞说。

“我们将按照政府主导、业主参与、社会
支持、企业介入的原则，积极做好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籍法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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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3月12日傍晚，寿光沁园小区居民
唐秋香吃过饭后向铁路公园走去。沿
着铁轨，看看火车头，听听二胡演
奏，和跳广场舞的熟人打打招呼，半
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家离这里
近，差不多每天都来遛弯。马上花开
了，这里就更热闹了。”唐秋香说。

唐秋香常去的，是寿光铁路公园
启程追忆段。

铁路公园是一座以铁路为主题的
公园，由寿光市住建局牵头，寿光园
林建设集团负责总体规划施工。整个
公园以“站点”为载体，沿益羊铁路
老干线，南起农圣街，北至元丰街，
贯穿城区南北，全长6 . 18公里，整体
呈带状。公园景观设计结构为：一
线、三段、十站点。

“一线”，是指沿铁路线的绿色
景观带。“三段”，是指由南向北分
别为启程追忆（寿尧路—建新街）、
城市穿梭（建新街—金光街）、自然
旅程（金光街—元丰街）。“十站
点”，依次是绿袖迎宾、时光映象、
岁月印迹、月台记事、流光掠影、运
动时速、浪漫轨迹、都市花园、烂漫
樱花、绿意光影。

益羊铁路于1984年5月4日开工建
设，1988年2月27日正式运营，全长
72 . 274公里，旧线运营26年，每年运
输原盐100万吨，为寿光市造纸、盐及
盐化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09年，
益羊铁路西迁，2014年11月19日新线
启用。

对于老铁路的去留，寿光市面向
全市征集改建方案，结合市民诉求，
决定建设一处带状绿色廊道，把东西
城区有效连接起来。

“为最大限度保留铁路记忆，铁
路公园建设了月台记事等多个景点，
以火车头、铁轨等形式展现原益羊铁
路的岁月印记。”寿光市住建局局长
崔维川说。

铁路公园于2015年9月规划设计，
2016年2月开始建设，2017年9月30日
开园。

寿光园林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铁
路公园工程指挥侯庆元说，建设铁路
公园不仅仅为留下寿光人的回忆，更
是城市发展的象征，每一点、每一处

都不能含糊，不能打折扣。从设计到
施工，工程指挥部不仅严格执行招投
标程序，施工队伍更是优中选优。

据了解，从2015年设计招投标开
始，十几家甲级单位竞标铁路公园，
预中标3家，最后在这3家中，确定了
设计理念最接地气、最走心的一家设
计单位。

“原材料竞标时，招标前竞标单
位必须带着样品来竞标。中标后，参
与竞标时带来什么样品，施工时就必
须按照这样的标准。”寿光园林建设
集团规划设计院院长程世贵说。

家住明珠公园小区的单宝明，喜
欢闲暇时在铁路公园里游玩。“铁路
公园既有历史文化的展示，也为市民
开辟了一处休闲场所。”单宝明说。

单宝明发现，铁路公园内还有咖
啡厅、茶室、水吧、面包糕点房、琴
房、展览室等。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将商业纳
入其中。充分利用原来铁路上的老建
筑，设计成具有新功能的商业场所，
方便大众。”寿光园林建设集团董事
长杨大伟说。

单宝明的儿子喜欢去铁路公园足

球场踢球。据了解，铁路公园已建成
羽毛球场4个、网球场2个、篮球场2
个、门球场2个以及7人制足球场1个，
占地约8000平方米。

“孩子喜欢踢球，有时下雨天还
来玩。这里成了他最喜欢的地方。”
单宝明说。

下雨天也能玩，得益于铁路公园
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规划建设中，
施工人员发现老益羊铁路沿线土质良
好，可进行地形微起伏塑造，适宜应
用海绵型绿地技术。设计人员在道路
与绿地间设计了植草沟，在广场与绿

地之间预留碎石渗透沟，吸纳、蓄滞
地表水，实现雨水循环利用。

侯庆元说：“运用海绵技术将整
个铁路公园的雨水收集管网进行串
联，对雨水的控制率可以达到85%，
最大限度减少了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

据了解，目前寿光城市公园、游
园的数量达到60多处，城区园林植物
种类达到1000余种，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到45 . 97%，绿地率40 . 7%，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达到24 . 27平方米。

路修了，暖供了，物业也来了

老旧小区有人“管了”

寿光推行“县管校聘”，跨校竞聘967人，交流校长34人

老教师主动当起班主任

寿光把益羊铁路老干线建成绿色长廊

别了老铁路，来了新公园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民唐秋香，在铁路公园内与雕塑合影。

王耀文有了稳定收入

让孩子爱上
“趣味棉花”手工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建设寿光民俗文化大观园，

做出寿光的民俗文化旅游特色。”寿光市圣城街
道东郭村党支部书记郭百忠说。

2017年，东郭村的美食古街建成投用后，成
为市民享受休闲和美食的地方。借鉴美食古街成
功的经验，东郭村萌生了依托美食古街、建设民
俗文化大观园的想法。通过多方考察论证，确定
项目建设可行。

“现在，周边的青州、奎文、寒亭都建成了
民俗文化大观园，唯独寿光缺少这样的文化旅游
元素。我们想利用村里闲置20多年的30亩边角地
建设一座民俗文化大观园，填补寿光的空白。”
郭百忠说，该项目由天津大学设计规划，占地30
亩，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5000多万
元。民俗文化大观园集景观打造、民俗体验、商
业开发为一体，重点展示寿光的过门线、剪纸、
刺绣、书画、柳编、鸟笼、“糖人”“扒谷”等
传统文化项目。

东郭村还将利用3-5年的时间，引导村民在
老屋改造时建筑风格逐步向仿古建筑转变，形成
寿光仿古建筑群。

寿光要建
民俗文化大观园

寇家坞幼儿园小朋友在采摘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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