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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刘旭旭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正值炎热夏日，市民到诸城市图

书馆借书和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特别是装修一新
的新馆，更是备受市民青睐。2017年，诸城实施了
图书馆改扩建工程，馆舍面积由过去的3453 . 76平
方米增加到了6000多平方米，馆藏图书容量由30万
册增加到50万册，阅览坐席由400个增加为700个，
年接待读者由20万人次增加到40万人次。新馆开放
后，该市新老两处场馆共同为读者服务。

诸城市图书馆新馆位于和平街226号，上午8点
准时开馆，晚上7点闭馆，中午不休。馆内设置了
包括总服务台、自修室、国学经典阅览室、国学讲
堂、文化体验室、报告厅等9个功能服务区。总服
务台每天有专人值守，为读者提供咨询、查阅、自
助办证等服务；国学讲堂和文化体验室每周日定期
举办国学活动，暑期正在举办诸城市尼山书院幼儿
国学班、论语高级研修班两个免费培训班；报告厅
定期举办各类读者活动。

自1998年至今，诸城市图书馆连续五届被评为
国家一级馆。图书馆除了承担全市图书借阅、自
修等文化功能和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外，还借助总
分馆一体化服务模式承担着镇街（园区）分馆、
社区服务点的建设、管理、使用，组织社区图书
管理员培训、下乡检查指导乡村阅读等业务。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管志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7月27日07时56分，诸城消防接

到报警称，诸城市一小区内一名老人在家中清理洗
漱间下水管管道时，不慎被管道夹住手指，无法取
出。接到报警后，诸城消防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了解到，由于该老人家中
洗漱间顶棚下水管道一直通水不畅，老人就用手指
试探着疏通一下，却不慎被管道内部的杂物夹住，
随后寻求消防官兵的帮助。

针对现场情况，消防官兵先对老人的手部进行
固定，避开手指被卡位置，然后用钢锯对PVC下水
管道实施环割，再用斜嘴钳进行剪切扩充，经过10分
钟左右的救援，老人手指终于被成功取出，随后被等
候的120急救人员进行现场处理后送往医院接受治
疗。据了解，因救援及时，老人手指并无大碍。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霞

“现在是盛虫期，一盏太阳能杀虫灯能覆盖
20亩地的杀虫范围，你们几户可以联系买一盏，
对提升茶叶品质作用很大。”在诸城山东头万亩
茶园，诸城市茶叶协会会长王景昌正在说服茶
农多用物理杀虫方式，少用碳酸氢铵、尿素等化
肥、农药。

王景昌告诉记者，盛夏期间，茶叶生长快，
质量好的鲜叶一斤只有10元，一上午采不了几
斤，“如果保持高品质生长，制作成红茶，售价在
200元以上，附加值能提高很多。”

王景昌是我省农村科普带头人，也是诸城茶
叶龙头企业山东颖青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他的不少时间，都用在山东头农科驿站服务。

诸城市山东头农科驿站是山东省科技厅建
设的扎根农村基层的农业科技服务站，构建面
向“三农”的科技服务网络，创建“农科驿站”精
准扶贫科技品牌。一年多的时间，山东头农科驿
站通过与诸城市茶叶协会、山东电力怡明茶业
有限公司、诸城市碧龙春茶业有限公司、山东颖
青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合作，利用财

政扶贫资金对园区道路进行硬化，安装水利设
施，实施物理防治病虫害，安装太阳能杀虫灯
149盏，在诸城市积极推进茶叶生产先进技术及
成果推进应用，培养出了426名茶叶专业技术人
才，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实
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像山东头这样的省级农科驿站，我们已有
9家，今年我们继续申报14家省级农科驿站，如果
获批通过，将实现镇街的全覆盖。”诸城市科技局
分管农科驿站工作的主任科员张光升介绍说，今
年7月份，东方田园、常山永辉两家农科驿站还成
为潍坊市示范农科驿站，每家获得5万元经费支
持，用于技术推广、农民培训、科技扶贫等。

“我们通过农科驿站服务点建设，为周边企
业、合作社及农户提供技术研发、品种选育、种
苗繁育、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工作，配合开展金
融、信息、品牌宣传、市场渠道等多元化服务，为
周边老百姓增收创造有利条件，为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生产加工、销售、仓储物流、交通运输和
休闲观光提供便利。”常山永辉生态农场负责人
王永辉告诉记者，农科驿站辐射带动皇华镇以
及周边种植户发展矮化密植苹果种植5000亩。

据王永辉介绍，农场牵头建设的东皇庄农

科驿站上接科研院所和农科专家，下接种养大
户和扶贫农民，线上多方位指导，线下一对一交
流，扎根基层，探索出了可复制推广的农技服务
模式。

“驿站充分发挥技术人才服务队伍作用，推
进科技人员开展驻村科技服务行动，选派技术
服务人员带着技术和成果深入贫困村，通过转
化科技成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实现
精准扶贫和定点扶贫。”王永辉说，做给农民看、
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这样才能有说服力。

山东全鲁科润种业有限公司在皇华镇东尚
庄村设立全鲁科润农科驿站，利用在新品种和
种植技术方面的优势，帮助农民解决了不少生
产难题。

今年雨水较多，加上温度高，许多地方的玉
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针对这种情况，全鲁
科润农科驿站派出了科技特派专员，深入田间地
头，调查玉米倒伏情况，并根据玉米倒伏的类型、
倒伏的时间以及倒伏的程度不同，分别做出了解
决方案，通过电话通知、召开会议等方式在第一
时间通知到农民，并通过全鲁科润种业的微信公
众号发布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解决
了玉米倒伏的问题，降低了减产、绝产的风险。

“农科驿站在促进科技精准扶贫，发挥大院
大所、科技型企业作用方面潜力很大。在推广过
程中，我们采取线上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努力打造集农科研发、农技推广、科技精
准扶贫、农村乡土人才培养、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等功能于一体，扎根于农村基层的农业科技
服务平台。”张光升说。

林家村中科院生态农业示范园内，果树上
已有累累果实。果子品相好，个大饱满。2013
年，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院合
作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园，引进蒋高明博士领衔
的科研团队，采用“六不用”（即不用化肥、农药、
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技术）的生态农业
发展模式，解决了包括养殖、种植过程中病虫害
防治，耕地有机质提升和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
管理等关键技术，为生产绿色安全有机的粮、
果、蔬、肉、蛋等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种植技术摸索，润竹山公司在
皇华镇袁家我乐村设立的农科驿站，开始推广
“六不用”技术，让多年依靠化肥、农药种田
的农民开始有了转变。如今，袁家我乐村开始
有农户试种绿色无公害蔬菜，富硒农产品也在
大面积推开中。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季廷勇

有人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反映
的是家长的焦虑。而对小茹馨的妈妈来说，身
在诸城市昌城镇农村，更是有着追赶不上的无
奈。

“城里有同学很早就带孩子进早教培训班
了，可是社会上的早教收费高，有的管理还不
规范，我们也在犹豫中。”小茹馨的妈妈偶尔
间听说在镇上有个公益早教中心，便急忙报名
参与了进来。

“女儿两岁的时候带她上第一节课，虽然
对周围的环境满是好奇，却不敢与别的小宝宝
接触。”小茹馨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让女儿大胆
一些。

第二节，第三节……随着上课次数多起
来，小茹馨开始与孩子们交往，还会端着玩具
大方地递给老师。“在家里给她讲故事、唱儿
歌时，她会看着我的眼睛听我说话，还跟我一

页页看书。不到三岁，她能自己整理玩具、自
己穿鞋子、自己洗手，虽然笨手笨脚，可是已
经有很好的习惯养成。”小茹馨的妈妈高兴地
说。

“婴幼儿时期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
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是进行教育的
好时机。”昌城镇婴幼儿养育服务中心早教教
师王洪敏告诉记者，早期教育核心在于提供一
个教育营养丰富的环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和
人格成长进行“激活”，从而为其日后的发展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016年12月，诸城市昌城镇婴幼儿养育服
务中心成立。昌城镇婴幼儿养育服务中心是诸
城市教育局确立的首批早期教育试点单位，是
诸城市早教指导工作的实验基地和研发中心，
也是该市早期教育师资队伍的专业发展中心。
“这在乡镇中，我们是首家，当年就被市教育
局确立为首批早期教育试点单位。”昌城中心
校校长刘信友说，中心校还专门安排优秀婴幼
儿养育教师担任中心的早教教师。

该中心的成立是诸城市建立规范化早教指
导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诸城市0-3岁
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中心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投资20万余
元，配备了早教的设施设备。每学期开设家长
课堂和亲子课堂，为昌城镇0-3岁婴幼儿及家
长就近享受普惠、专业的科学养育指导与服务
提供便利条件。

该中心还利用周末时间，每个月组织一期
父母课堂。婴幼儿父母自愿报名，从各个农村
社区赶来，最多时来了700多人同时听课。
“我们还入户教婴幼儿父母做抚触操，教他们
科学育儿知识，改变他们的老思想。”王洪敏
告诉记者，每年中心的老师会利用空闲时间，
走进不少于4个农村社区，讲解婴儿喂养等知
识，根据孩子状况注意婴幼儿敏感期教育。

王洪敏说，他们对每个参与早教的孩子都
建立了成长档案，让父母记录下点点滴滴的成
长历程。

邓展翼的妈妈在儿子的成长档案上记录

道，此前儿子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孩子，玩具从
来不收拾，扔得到处都是，她很是苦恼。一个
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中心开设的公益早教课程，
最大的发现就是儿子懂礼貌了，还养成了好习
惯，“每次上课前都迫不及待。上课时，能很
好地配合，老师领做手指操，亲子游戏，他都
能认真完成，还能在老师的引导下和我很好地
互动；每次老师发放制作小道具，他都不争不
抢认真排好队领取，还会跟老师说‘谢谢’，
制作结束，能自己收拾道具并归类放好。”

此外，中心还提出构建“多彩家庭”服务
口号，旨在以家庭为核心，以丰富家庭幸福生
活，提高家庭健康水平为目标，依托昌城镇社
区教育活动中心、昌城社区宣传服务培训中
心、昌城镇妇联、昌城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昌城镇卫生院等多个服务机构和载体，设置
“多边干预”的早教指导课程，配备经验丰富
的专职教养人员，提供丰富多元的游戏环境，
协助并激发婴幼儿全方位的学习和发展，为有
效的亲子互动提供了理想平台。

构建面向“三农”的科技服务网络，创建“农科驿站”精准扶贫科技品牌

农技人才下乡来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管培兰

谈吐谦和、思路开阔、条理清晰。这是7
月23日，记者在诸城市人民医院见到关节外科
副主任刘阳时，留下的第一印象。“临床医学
博士”“中华医学会会员”……这位“80后”
身上有太多令人羡慕的标签。

“微创手术是关节外科发展的趋势。一些
接受传统手术的患者，术后由于伤口大，恢复
时间长，经济负担重，还会反复出现关节痛的
情况。”刘阳介绍，微创手术将关节外科推向
新时代，患者术后当天即可下地活动，三四天
就能出院，平均3周可正常工作，极大减轻了
患者痛苦。

随着手术量的积累，刘阳陆续开展了一系
列更为复杂的微创手术。如MIS-QS人工膝关
节置换术、膝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联合修复
重建术、髌骨脱位的膝关节镜下矫正术、肩关节
镜下肩袖撕裂双排铆钉缝合术等。

“我当时因为高血压发作，突然摔倒不省
人事，整条右腿呈现一片青紫色，而且越来越
严重。”患者孙女士说，去了外地的大医院，

治疗效果始终不理想。刘阳经过认真检查和分
析，认为可以用关节镜微创治疗，给出的治疗
方案是膝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联合修复重建
术,手术非常成功。

无独有偶。14岁女孩王寒，因课间上楼梯
时不慎摔倒致使髌骨严重脱位，关节疼痛、肿
胀、活动受限，每次屈膝活动时髌骨移至膝关节
外侧。刘阳说，这孩子年龄还太小，最佳方案就
是采取“髌骨外侧广泛松解+股内侧肌外下移
位+大收肌悬吊”三联手术。

在刘阳所在的关节外科主任陈军眼里，刘
阳勤奋好学，不仅关节外科手术做得漂亮，而
且在读临床医学博士期间，系统掌握了椎间孔

镜技术。2016年回到诸城市人民医院时，就成
功开展了首例椎间孔镜技术，让该院成为潍坊
最早开展经皮椎间孔镜技术的县级医院。

“医生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担当，人家把命
交给你了，再怎么认真细致都不为过。”刘阳
说，医生的技术和仁慈也是一剂“良药”。刘
阳逐渐声名远播，周边县（市、区）不少患者
在网上查到他的讯息，慕名而来。现在，刘阳
已经主刀了100多例髋、膝、肩关节的微创手
术，把手术对身体的损伤降到很低。

刘阳每年门诊诊疗1200人次，诊治住院病
人300余人次，参加大中手术200余例。不管是在
门诊还是病房，他都穿梭忙碌却有条不紊。即便

在病房工作，也会有不少患者或家属带着X光
片子前来咨询。不管多忙，他都待人温文尔雅，
态度谦和。他说，能为患者解除病痛是最欣慰的
事。

回顾成长历程，刘阳感触最深的就是医院
有一方人才培养的沃土。“近年来，我们形成
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和规范化培训制度，通过打
亲情牌，加强与诸城籍专家的沟通交流与合
作，并将医护人员千方百计‘送出去’，将专
家学者不遗余力‘请进来’。”诸城市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理事长李树国说，医院通过各种途径，
尽力将医护人员送到国内各专科最好的医院观
摩、学习、进修。

医生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担当

刘阳：技术和仁慈是一剂“良药”

昌城镇婴幼儿养育服务中心教师到农村社区授课———

规范化早教服务向农村延伸

图书馆成为

暑期市民学习好去处

下水管道“咬住”手指

消防紧急救援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邹晓艳 报道

本报诸城讯 7月24日，北京恭王府博物馆、潍坊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千年潍水·手艺之都”国家级潍水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潍坊）保护成果展示月活动——— 诸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展正式在恭王府博物馆亮相。

诸城市带来了该市代表性非遗项目十项，诸城古琴、诸城茂
腔、诸城古琴斫琴、诸城黑陶、诸城绿茶、诸城膏药、诸城烧
烤、诸城竹板快书、诸城柳编、诸城紫砂等具有诸城历史文化元
素的传统技艺、工艺，反映出了诸城人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未
来的风雨历程。

在展示现场，诸城市的各位项目传承人为来自海内外的游客
朋友进行了面对面的技艺展示，并展开互动，让宾朋在参与的过
程中近距离地了解诸城传统文化和深厚的非遗历史传承，体现了
潍水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动实践，为宣
传诸城、讴歌诸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了一场生动的演示。

非遗项目北京亮相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瞿 昆 报道
本报诸城讯 7月28日，住建部A级住宅性能认

定验收专家组对山东大源集团申报的大源·枫香湖畔
项目进行了现场评审，住建部住宅产业促进中心性
能认定处专家分组对现场和资料进行了检查评定。

在评审现场，专家组通过现场考察、听取汇
报、审阅资料、提问答疑，对项目的适用性能、环
境性能、经济性能、安全性能和耐久性能等方面进
行了严格的评议打分，一致认为大源·枫香湖畔项
目在规划设计、施工、各项住宅性能指标的实施等
环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对每一个细节追求更
精致的把握，保证了项目的高端品质。经综合评
审，大源·枫香湖畔项目被评定为3A级，成为诸城
市首个3A级住宅性能认定项目。

据悉，国家A级住宅项目是依据国家住建部
《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从使用性能、安全性
能、耐久性能、环保性能、经济性能等方面评定综
合得分评出的，标准由低至高依次划分为A、
AA、AAA三个等级。

一小区顺利通过

住建部3A住宅

性能认定

□记者 张鹏 报道
7月30日，由中铁十局施工的潍日高速下穿胶新铁路立交

桥工程，2孔14米框架箱桥顶进施工顺利完成。整个顶进施工处
于汛期，连续降雨，安全压力大。为保证按期安全完成顶进施
工，中铁十局日照港项目部科学管理，精心组织，施工工序周密
衔接，确保了本次顶进施工顺利完成。图为在诸城市枳沟镇工
段，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回填道砟作业。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陈翔 报道
本报诸城讯 7月25日，诸城市委、市政府印发

《诸城市自然人信用积分等级评价规定（试行）》。
信用级别评价采用千分制，默认得分为1000

分。按信用积分和信用记录，分为A、B、C、D
四类信用等级。A类信用等级按积分不同分为三档
子级别，分别为：A、AA、AAA；信用级别A级
另外使用 “+”号与“－”号两个附加符号，A
级为默认级别，表示该信息主体无信息记录，或有
不良记录但已经修复；A+表示该信息主体有良好
记录；A－表示该信息主体有不良纪录。AAA为诚
信模范级别，AA为诚信优秀级别，A级为诚信级
别，B级为较诚信级别，C级为诚信警示级别，D级
为不诚信级别。

指标得分是按照自然人信用积分等级评价标准
予以减分、加分，直接判级是针对严重失信行为将
自然人的信用级别直接降级。自然人有酒后驾驶、
骗取各项补贴及贷款、越级上访、利用网络传播不
良信息等行为，信用评价级别直接判为B级。

《诸城市自然人信用积分等级评价规定（试
行）》还增加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用评级处罚力
度，因个人行为被责令辞职，索取、收受贿赂的，
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参与非法组织或活
动，包庇纵容违法违章活动，非法剥夺、限制他人
人身自由，参与或支持色情、赌博、迷信等活动，
直接判为B级。自然人受到更严重处罚的，直接降
级为C或D级。

据悉，这个评价规定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6〕98号）《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314号）和诸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相关规定制订的。

诸城试行自然人信用

积分等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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