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时梦莹 巩晓春 樊璠 报道
本报肥城讯 10月9日，记者在肥城市孙

伯镇刘庄村村居改造现场看到，工人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外墙保温层安装工作。

“马上入冬了，为让村民早日入住暖房，
我们正在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年前可以达到入
住条件。”刘庄社区建设负责人范新民介绍。

今年，孙伯镇认真贯彻肥城市委决策部
署，聚焦“四大动能”，以村居改造这个重大
民生工程为抓手，将2019年定为“拆旧攻坚
年”，做好“拆旧、建新、管好”三篇文章，
全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统一民意”“压茬进行”，该镇在改造
模式、安置方式、项目选址等关键环节入户调
研、广征意见，走好房屋测量、补偿测算、协
议签订、安置分配等重要程序。

同时，孙伯镇积极完善镇驻地及各社区基
础设施，强化水电气暖等功能配套，大力提升
绿化美化水平，确保群众住上“放心房”“满
意房”。

已搬进新居的琶山村村民张春香，对村居
改造带来的实惠感受颇深。“琶山是一个小山
村，离镇驻地比较远，配套设施不完善，村里
买东西、就医和孩子上学都很不便。现在好
了，全家搬进了干净亮堂的新楼房，生活方便

又舒心。”张春香说，“幸福生活也陪俺上了
楼！”

有130户村民的琶山村抓住各级有利政
策，积极推进村居改造工作，依托已建成的莲
花峪社区，促进回迁楼建设。目前，该村已有
33户搬进莲花峪社区，村内腾空土地58亩，拆
除旧房90套。新建成的社区自来水、天然气等
一应俱全，社区配套有老年公寓、便民服务中
心等基础性设施，让村民“安居”更“宜
居”。

从雨雪天出行困难的泥泞小路，到干净平
整的柏油路；从做饭取暖使用煤炉，到天然气
入户、冬季集中供暖；从黄土漫天的平房到宽

敞明亮的楼房……村居改造，“改”的是百姓
的住房条件，“变”的是区域的面貌、品位以
及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一步，孙伯镇将严格按照全镇村居改造
计划安排和部署要求，强化措施，强力推进，
指导各村有序开展村居改造工作，做到尽早拆
迁尽早建设，全力打赢村居改造攻坚战，彻底
改善群众的生活、居住环境，使旧村换新颜，
形成一批工作亮点，造福一方居民。

“勉之期不止，多获由力耘。”截至目
前，全镇旧村改造项目已启动8个，拆迁协议
已签订880户，拆除旧房359户，腾空土地246
亩。越来越多的村民圆了安居梦。

民生“暖巢”筑到群众心坎上

“幸福生活陪俺上了楼”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秀英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
耘，以师德、学识和爱心，照亮学子的求学之
路，这正是泰山学院诸多教师的真实写照。

不忘初心 默默耕耘

“每当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一双双渴
求知识的眼睛，教书育人的使命与担当感便愈
加强烈，让我丝毫不敢懈怠。备课时每一个课
件、每一个案例都是反复打磨，力求做到精益
求精。”工作十四年来，泰山学院教师贝玉把
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和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倾注
到了所讲授的每一节课中。正是这份执着与担

当，让她从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代表泰山学
院参加全省第六届高校教师教学比赛。

尽管有着丰富的从教经验，多次在全国、
全省高校英语教学大赛中获奖，但贝玉仍然对
备赛倾注了全部心血。20个教学节段、20个教
学设计，她在电脑前反复修改课件，甚至每个
单词、每个句子，都进行认真细致的锤炼，力
求完美清晰地讲解。也常常因为睡梦中的灵光
一现，半夜突然惊醒，迅速打开电脑修改课
件。苦心人天不负，最终，贝玉从全省75所高
校的170余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喜获一等
奖，并被选拔为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研修班学员。

在泰山学院，像贝玉一样对教学勤于钻
研，倾尽全力的教师并不鲜见。青年教师张文
倩、高一歌荣获全省高校教师教学比赛一等
奖，耿继国博士荣获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
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山东赛区第一名，
青年教师孙梅、柳晓雪荣获第五届山东省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正是这些教师，孜孜不倦地奋斗在教学第
一线，无怨无悔地在三尺讲台上挥洒热情，奉
献青春，用汗水和心血谱写了一曲曲敬业乐教
之歌。

脚踏实地 潜心治学

2019年7月，金坡博士的专著《评弹艺术
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书目传承研究(1949—
1966) 》荣获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科优秀成
果一等奖，实现了泰山学院高水平科研成果获
奖的历史性突破。谈起获奖感受，金坡说：
“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需要脚踏实地、一
丝不苟的毅力，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魄力，
更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

金坡在泰山学院读本科时便参与授课老师
的国情调查、文物普查课题，培养了浓厚的科
研兴趣。博士毕业后，他婉拒了上海的高薪工
作，毅然回到了母校任教。在夜深人静时阅读
史料、伏案疾书，三尺讲台上旁征博引、授业
解惑，在田间地头考察调研、求真解谜，是他
的工作常态。

金坡不仅承担了近十个课题，推出了系列
学术成果，还把研究视角从江南转向齐鲁，实
现了学术研究与服务地方社会的有效结合。

近年来，泰山学院充分发挥科研奖励、职
称评聘政策的导向激励作用，鼓励优秀青年教
师尽快成长成才，形成了青蓝相继、人才辈出

的良好局面，为学校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提
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一大批青年教师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名
博士被评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提升了学校学
术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

牢记使命 立德树人

姚婷婷连夜护送生病的学生平安返乡；刘
彬立足历史学专业特点，成立历史学专业社
团，开展历史情景剧、封禅大典等校园文化活
动；陈显捷在琐碎的工作中潜心钻研，以研究
成果指导工作开展，主持的《微时代公益文化
视角下高校微公益思政教育导向和实践路径研
究》项目入选全国高校共青团研究课题……泰
山学院的学生辅导员努力践行学生导师的责任
担当，成就一代优秀青年学子。

在泰山学院，数以万计的同学参加过义务
支教，用爱心传递知识，数以百计的毕业生志
愿服务西部，近千名学生在全国科技文化活动
大赛中获奖。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先进单位、“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科创
竞赛银奖、全国优秀班集体、全国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支部等荣誉。

以师德、学识和爱心，照亮求学之路，泰山学院教师———

执着担当 立德树人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亢 张琪 报道
本报宁阳讯 10月14日一早，宁阳县文庙街道

机关总支党群支部、社会事务支部党员在党章公园
进行了党性教育，通过奏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等
方式，进一步提高党性修养。

为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心
走实、扎实开展，近日，该街道党工委灵活学习教
育形式，开展小班化党员轮训，有效增强学习教育
效果。

聚焦重点轮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
史及新中国史等规定篇目，推动在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真信笃行上取得新进步、新成效。

精准分类轮训。坚持分类指导，结合不同领
域、不同类型党员特点，分期分类进行，11月底
前将街道1383名党员全部轮训一遍，实现学习教育
全覆盖。精准制定学习课程，在必学篇目基础
上，针对不同领域党员学习需求，“定制化”
“菜单化”确定培训课程，找准着力点，不断放
大学习效果。

增强实效轮训。用好县内党支部工作指导中
心、党章文化主题工作教育基地资源，采取重温入
党誓词、奏唱国歌、观看不同时期入党志愿书等形
式，增强学习教育仪式感、感染力。目前，街道已
开展2期党员小班化培训，培训党员120余名。

培训课程“定制化”“菜单化”

宁阳文庙街道

开展小班化党员轮训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娜 王胜利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11日下午，2019年山东省第

三届钓鱼文化节在东平县东平湖国家垂钓基地开
幕。共有来自全国13个省的284位选手同场角逐。

本次文化节自11日至27日共安排4场池钓竞技
赛、1场路亚赛、1场河钓休闲大赛。10月12日的山
东省108垂钓高手排位赛共有来自全国13个省的284
位选手同场角逐，运动员通过抽签分别参加两场
3 . 6米手竿钓对象鱼尾数赛，两场4 . 5米手竿钓混合
鱼重量赛。

1-30名将获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运动员技术等
级积分，在本次108排位赛中排位前108名的运动员
成绩，计入山东省钓鱼竞赛运动员技术等级各对应
积分，并授予水浒108将人物位次证书。

284名钓友

决战东平湖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丙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21上午，人天书店集团泰安

文化产业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高新区泰山新闻出版
小镇南区人天书店项目现场举行。

总部位于北京的人天书店成立于1998年，是中
国规模最大的馆配商，主要向全国高校和公共图书
馆提供文献资源及其相关服务。人天书店泰山新闻
出版小镇出版物等文化产品供应链管理技术服务项
目，占地20余万平方米。人天书店计划将泰山新闻
出版小镇建设为集团的“副中心”，作为战略级业
务长期推进。

人天书店落户泰安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付继坤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9日5时12分，在泰安105国

道、341省道交叉口，3辆半挂车追尾相撞，1名司
机被困驾驶室。

泰安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半挂
车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腿被卡在驾驶室。消防救援
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4分钟的
紧张处置，最终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3辆半挂车相撞

泰安消防紧急救援

□汪关涛 报道
本报肥城讯 10月14日上午，肥城市安驾庄镇

民族小学对班级文化建设进行了检查评比，各班整
体布置整洁优雅，特色文化精彩纷呈。

这个学期，该校各班开展了班级文化创新活
动。教师们精心的构思，巧妙创新的设计，使各教
室旧貌换新颜。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学校开
展了“庆祝新中国70华诞”黑板报评比活动。各班
学生积极投入到黑板报设计中，查找资料，设计样
式，用稚嫩的小手，在黑板上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
图画。班级文化活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班级文
化氛围，也为学校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创特色文化

展班级风采

□记者 曹儒峰 报道
近日，东平县州城街道杨庄村市派“第一书记”孟凡亮为杨庄村65岁以上老人免费发放爱

心老花镜。图为村里老人佩戴爱心老花镜后在村委办公室读报。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崔庆伟 杨洋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0月6日，在新泰市羊流镇

羊祜实验小学操场，400余名老人分成4组，个
个手里攥着一把麦秆，一根根细长的麦秆在她
们手指间飞快地舞动，似一只只不断翕张着翅
膀的蜻蜓，15分钟后，娴熟的“掐辫子”技
艺，似乎不用眼睛和大脑，用手摸索着就完全
可以掐得很好，她们最快的用麦秆编出了3 . 2
米长的“辫子”。

一位60多岁的参赛者对记者说：“‘掐辫
子’这活，这是祖祖辈辈儿传下来的吃饭手

艺，我们老姊妹们没有丢掉。并且老年人的脑
袋越用越灵活。”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应该大多都知道掐辫
子这一手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以前，
掐辫子很是普遍，农村收入不丰厚，掐辫子可
以为家里增加一笔收入。掐出来的辫子，是制
作草帽的主要原料。掐辫子变废为宝，纯手工
打造，清洁环保。

掐辫子主要选用小麦麦秆的最上节，也就
是紧靠麦穗的部分。麦子中颜色白亮，粗细适
中的麦秸预先挑选出来，轻轻摔打掉籽粒，去
掉叶鞘，折掉根秆部分，放置干燥处备用。掐

辫子前，将“莛子”拿出来用清水浸泡，使其
变软就可以使用。然后，再像姑娘家编辫子一
样将麦秆编成辫子。

一个“掐”字，活灵活现地道出这活计的
特点——— —— 编织当然需用双手，掐辫子却只需
四根手指紧忙活：两个大拇指掐正面，两食指
掐反面，那长长的麦秸辫子，地地道道是用指
甲“掐”出来的。

为助推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自9月
份开始，羊流镇第一届“振兴杯”掐辫子大赛
进入海选阶段。全镇90个村6000余名村民参与
其中。

10月6日至7日，“振兴杯”掐辫子大赛进
入决赛阶段，来自全镇各村的90支代表队1500
余人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参加比赛项目
的激烈角逐，不停飞舞的手指奏出一曲曲丰收
的交响乐，极大鼓舞了全镇人民参与文化旅游
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热情。

“在当前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大背景
下，羊流镇将持续推进文化旅游建设和新时
代农民技能培训，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拓宽农民致富渠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下坚实基础。”羊流镇党委书记李兴胜
表示。

羊流镇举办“掐辫子”大赛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高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今年以来，泰安市财政根据“两

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强化资金管理，助力
危房改造工作顺利实施。

泰安市财政确定全市危房改造年度任务为344
户，在省、市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纳入统筹使
用的基础上，2019年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06万
元，要求县级财政部门严格按照省农村危房改造资
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严禁
各级财政挪用、挤占、截留危房改造资金，确保财
政补助资金使用安全。

强化财政资金管理

助力农村危房改造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陶东宁 宁尚奇

点多、面广、线长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
题，宁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党建引领、科
技赋能、执法下沉，为基层治理插上“智慧之
翼”，打通城乡管理“最后一公里”，基层治
理实现智能化、精细化转变。

让基层治理“耳聪目明”

综合行政执法局磁窑中队负责人张新元最
近有点“小欢喜”，他发现，自从安装有车载
多功能云台的执法车辆配备以来，执法效能提
高了不少。

“以前乡镇的违法案件，很多情况下要先
给县里反映，等走好程序往往就错过了最佳处
置时机。”张新元说，现在，通过车载摄像
头，违法现场会实时传送到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心。根据实时影像资料，中心会第一时间下达
相关指令，整个过程只需要2分钟。

为基层治理插上“智慧之翼”。2017年，
宁阳县提出“云上”城管建设，同年10月，城
市管理“最强大脑”———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云平台建成使用，将市容环境等5大类58项城
市管理事件纳入监管范围。今年，又相继购入
20辆拥有车载多功能云台的执法车辆，增加了
无人机、城管通等智能终端设备。

“传统的管理方式以人力为主，市容市貌
等问题很容易反弹。”指挥中心负责人王军利
介绍。“云上”城管的建设，为基层治理注入
了科技因子，实现了城乡管理智慧化、指挥调
度便捷化、为民服务立体化、案件处置规范
化。截至目前，“云上”城管采集案件10万

起，立案9 . 97万起、结案9 . 96万起，立案率和
结案率分别达到98 . 33%和99 . 91%，办理服务热
线、电话举报投诉2591件，结案率、满意率分
别达到100%和99 . 68%。

打通“最后一公里”

近日，乡饮乡蛮营村的老李被“请”到了
综合行政执法局。原来，老李将自家土地承包
给本村的老张，老张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建设了一处厂房。综合执法局实地勘验
后，及时制止了老张的违法行为，并对老李和
老张进行了相关法律普及，动员其自行拆除了
违法建设。

长期以来，综合执法的权限都被“收紧”
在县级层面。2018年初，宁阳县整合原城管执
法、国土资源、住建等8个部门的750多项行政
执法权，成立综合行政执法局。同时，向各乡
镇、街道、开发区派驻14支执法中队。派驻中
队实行双重管理，日常管理、个人业绩考核等
由属地负责，业务管理、组织协调、应急指挥
等由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通过为乡镇赋权，让乡镇执法长出‘牙
齿’，一些违法建设、矿产资源盗采等违法行
为被第一时间发现处置。”综合行政执法局局
长闫锐说。目前，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县、包含
8个领域、权责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对
于反映的涉及综合行政执法的事项,执法队伍
半小时之内就会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一枚党徽 一份担当

宁阳县富源巷商城里车水马龙、熙熙攘
攘。然而，两年之前，这里还是一个户户有违

建的烂摊子。2017年，宁阳县创卫拆违攻坚战
打响后，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急先锋”率先
出战，仅用时2个月，就拆除违法建设9059平
方米，让商城恢复了原貌。

创卫拆违、综合环境整治、矿产资源治
理……每一次重大行动中，综合行政执法局总
会冲锋在一线，作为“撞城锤”“急先锋”，综合执
法队伍也慢慢的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近年来，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党建为引领，
打造了“靠上盯上拼上豁上，迎着困难上，坚
决打胜仗”的党建品牌，相继开展了“党徽闪
烁在一线”“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等
活动。实行党员星级化管理，为每名党员建立
管理档案，对政治站位、作风建设、工作实绩
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评分，根据分值评定星级、
动态画像。

党建引领 科技赋能 执法下沉

宁阳：“云上”城管 “云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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