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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方垒 通讯员 娄文华 报道
本报寿光4月22日讯 今天上午，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争进

度、赛质量、比担当”决胜攻坚劳动竞赛动员大会在寿光市弥河分
流控制闸工程施工现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总工会主
席张江汀出席大会并宣布竞赛启动。大会向“劳动竞赛先锋队”授
旗。

今年全省水利工程建设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省总工会和省水利
厅联合开展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争进度、赛质量、比担当”决胜
攻坚劳动竞赛，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
求，动员组织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水利工程建设，迅速掀起我省水利事
业发展新高潮，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贡献
力量。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王原

4月22日中午11点30分，齐河一中下
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排列有序走出教学
楼，按照地面上崭新的黄白标识，前后左
右均间隔一米，靠右行走前往食堂。

这所高中一周前迎来了2700多名高三
学生，防疫压力不小。从入校“五项”资
格审查到就餐固定餐位，从小班单桌上课
到错时错峰洗漱，齐河一中全力织密织牢
校园安全网，确保学生校园生活安全平
稳。

避免聚集是校园疫情防控的重点。如
何引导学生们尽快适应特殊时期的校园生
活，齐河一中费了一番功夫。借鉴交通路
面规划的经验，学校设计了一套巧妙的分
流机制。开学前，校园所有道路、学生活
动区域，都被标上醒目的标识线，学生行
走要按照标识前进。

副校长陈显亮告诉记者，4月15日晚
上，“开学第一课”之后，高三学生有序
来到校园道路上开现场主题班会“学走
路”。“学生们沿着新标识，在道路上走
一走、试一试。很快，大家就熟悉了新的
行走规则。”他说，“规则意识、规则教
育十分重要。学生不仅是学习走路规则，
更要遵守社会规则。疫情防控中，也有教
育契机。”

看到学生们从昔日的“任我行”变成
现在的“靠右行”，陈显亮感慨颇多：
“我们学校学生近7000人，以前一下课，
大家把学校每条道路都变成‘单行道’，
忽略了‘靠右行’的文明礼仪。这次疫情
防控给大家上了一课，希望能借此帮助学

生养成好习惯。”
寿光现代中学高三（3）班学生小高

在疫情防控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
育。

为了实现全校封闭管理，寿光现代
中学近600名高三通校生转为住校生，小
高就是其中之一。经过一周的调整，他
已完全适应在校生活。他说，规律的生
活作息帮自己找回积极的备考状态，学
习效率也随之提高。“我的自理能力也

提升了，为以后进入大学生活做好准
备。”

为确保疫情防控，寿光现代中学在每
个教室新安装紫外线消毒灯，趁学生午晚
休时间，每天两次对教室进行紫外线消
毒，每次一小时。为了方便学生们住校生
活，学校提供“代购服务”，由教师每周
两次为学生们购买学习生活用品，并在每
晚八点半为学生提供加餐服务，比如鸡
蛋、香蕉、八宝粥等。

眼下，寿光现代中学的学生们刚结
束模拟考试，老师们正在进行集中补漏
与个别辅导。校长孙安源说，摸底学生
居家学习效果后，学校采取了综合检测
和重点专题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强化二
轮复习，确保三轮复习如期进行。

疫情防控容不得半分松懈，学业同
样不能放松。虽然高考延期一个月，但
备考时间依然十分紧迫。4月22日，记者
来到聊城二中。为充分利用剩余备考时
间，该校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将原本
定于4月20日结束的专题学习，延长至5月
上旬，巩固二轮复习成效。“我们一直
坚持每周五举行线上班会，观察调整学
生学习心态，但开学这一周来，我们发
现有的学生出现焦虑烦躁，为此，我们
将举行‘疫情之下 决战高考’的励志
分享会，为学生们加油打气。”高三年
级主任张金福介绍。

特殊时期，学生心理状态十分关
键。为积极排解学生负面情绪，省实验
中学西校区积极开展心理辅导，通过心
理讲座、班会等多种形式，进行科学宣
讲，引导学生积极备考。学校还配有专
业心理教师，并设有“解忧杂货铺”和
早晚安问诊制度，为学生寻求心理帮助
提供畅通渠道。接下来，学校还将通过
测试及预警设置，早发现、早干预，关
注学生们身心健康，让他们安心备考。
高三学部副主任樊克才说，学校还每周
二安排专门时间，播放抗“疫”专题
片，引导学生向英雄学习，自我激励、
努力备考；并合理安排体育文艺活动，
组织学生进行文体训练。

□记 者 王亚楠
通讯员 李才林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农科院首批十
个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仪式在济南举行，
分别瞄准寿光蔬菜、沾化冬枣、乐陵小枣、
平阴玫瑰、菏泽牡丹、德州扒鸡、邹城食药
用菌、金乡大蒜装备、东阿阿胶、农机装备
等十大产业。

3月17日，我省召开“重点工作攻坚年”
动员大会，发起科教改革攻坚行动，如何成
为创新“策源地”这道“必答题”摆在科研机
构面前。作为农业大省的“科技引擎”，省农
科院推出首批十大产研院，强化与地方政

府和龙头企业合作，将改革攻坚精神转化
为产研融合行动，向改革要内动力，向市场
要新活力，向创新要生产力。

“当前，随着消费市场升级，传统名吃
德州扒鸡要迈向高端，实现由地方特产向
食品工业品牌的转变，产品较为单一等问
题凸显，急需更加强力的科技支撑。”德州
扒鸡集团董事长崔贵海表示。“这些正是我
们的强项。”省农科院家禽所党委书记吴家
强说，该所研发的“817肉鸡”，凭借肉质鲜
美和高性价比，一直是德州扒鸡的“首选主
力”，面对企业的新需求，借助新成立的山
东省农科院（德州）扒鸡产研院，双方已就

高端品种培育、营养与养殖环境控制、新品
种开发等需求进行了对接。

作为新型研发平台，产研院的核心是
企业出题，科研团队答题，研发成果随即在
生产中转化，研发团队提供全过程、全链条
的技术服务，实现研发创新、转移转化、推
广应用的一体化推进。

“产业技术研究院设立在县一级，必将
对加快我省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郓城县县长谷永强
说，作为牡丹产业技术研究院签约县，郓城
将发挥好产研院的支撑和带动作用，补足
产业短板，让科技在郓城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实现牡丹产业率先突破。
扎根基层沃土，聚焦堵点难题，服务产

业振兴，对省农科院来说，将高大上的新型
研发平台落在优势产业大县，落在行业领
军企业，这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态度。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李长胜表示：“我们围绕
山东重点农业产业，联合地方政府、农业龙
头企业等共同建设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
就是要针对当地产业存在的堵点难点开展
研究，边研究边推广，边创新边转化，重点
解决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真正把
科技的翅膀插到企业上，打通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确保科技产出的效用。”

毕业年级学生复课一周，疫情防控、教学备考进展如何———

敲响上课铃 上好“两堂课”

省农科院将十个新型研发平台落户优势产业大县和行业领军企业

企业出题，科研团队作答

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决胜攻坚劳动竞赛

动员大会举行

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滨州市沾化区实施“全民阅读”
工程，组织开展“共读一本好书”主
题活动，向市民发放《服务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沾化——— 4·23世界读书日
倡议书》，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
会读书、读好书”学习之风，助力打
造“书香沾化”。

为方便广大市民“疫情”期间借
阅图书，沾化区在行政大厦一楼放置2
台智能书柜，共设有504个书位，为市
民提供24小时免费图书借阅服务，带
给市民更便捷、更省心的阅读体验。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贾海宁

李秀玲 蔺国凯 报道）

智能书柜开启

阅读新体验

□记者 刘一颖 通讯员 马思敏 报道
图为寿光现代中学高三年级学生在上课。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2日讯 今天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

是“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结
合当前疫情防控要求，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全省各级自然资源和林业主
管部门、自然资源科普基地以线上宣传为主，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为
期一周、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今天上午，省自然资源厅在省地质博物馆围绕“地球与人类”
“地球故事”“防震减灾 你我同行”等内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
宣传活动。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宣传工作，省自然资源厅微信公众
号上还开展了“世界地球日 让我们一起点亮齐鲁大地”活动，省地
质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网站上开展自然资源知识线上答题、云观地质
博物馆、《花开疫散终有时》书画摄影展播、线上科普大课堂等多种
线上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据悉，主题宣传周期间，全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科普基地
也将举办线上科普讲座、知识问答、专家咨询、播放宣传片等各具特
色的宣传活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和自然资源省情，引导社会公众建
立正确的自然资源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我省开展“世界地球日”

主题宣传周活动

4月21日0时至24时，山东本地无新增疑似病例、确诊

病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3例

死亡7例 治愈出院752例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4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例 累计治愈出院14例

噪山东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正在隔离观察治疗的无症

状感染者7例(其中境外输入4例，外省输入1例)，出院2
例。

从室外返回、咳嗽手捂后、饭前便后应使用洗手液

（或肥皂）流水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不接

触、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禽肉蛋要充分煮熟后食用。不

串门、不聚众、不聚餐、不相互请吃。生病时尽量减少外

出，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外出时佩戴口罩。

（□记者 李振 整理）

防控提示

山东无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徐胜 报道
本报寿光4月22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全省重点水利工程“争进度、赛质
量、比担当”决胜攻坚劳动竞赛动员大会
上了解到，截至4月17日，我省汛前实施
的1643个项目中，740个项目已完工，903
项在建，完工率超过45%；累计完成投资
179 . 71亿元，投资完成率50 . 4%。

当前，距离主汛期仅剩两个多月，全

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决
胜冲刺阶段。根据《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
建设实施方案》，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匡算总投资1323 . 38亿元，其中2020年
实施工程项目总投资583 . 25亿元；主汛期
前需要完成或完成主体工程的1643个项
目，总投资356 . 7亿元。据统计，当前全
省有近5万名职工、2万余台机械设备正奋
战在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一线工地。

据悉，此次竞赛自2020年4月上旬至
2021年12月底举行，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各参建单位、项目法人、主管部门及干
部职工均可参加。省水利厅副厅长王祖利
介绍，为确保如期完成任务目标，省水利
厅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工程推进，采
取超常规措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建
立5项工作机制，成立7个分片指导服务
组，下沉一线，直插现场，一对一、点到

点暗访督导，对工程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的
项目，实行“红黄牌督办机制”，层层传
导压力。各市县也都建立了统一的协调指
挥机构，全力解决资金落实、征地迁占等
重点难点问题。

今年年底前，我省还将开工新建烟台
老岚、济南白云、菏泽魏楼等3座大中型
水库和22座小型水库、2座地下水库，实
施4座大中型水库增容等工程。

汛前实施水利工程项目投资完成率超50%

截至4月22日，全省790所高中（含中职）541393名毕业年级学生已复课一周。疫情之下，在校备战高考，学生心态调整如何？一手抓防控，一手

抓教学，学校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记者通过走访多所中学，切身感受疫情期间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

此生值得，一切值得！

王静 山东省

第二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队员、单县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

3月21日 星期六 阴 黄冈

今天，是回家的日子！看着熟
悉的人和一切，心中充满了不舍和
难过。

在举行撤离仪式时，患者刘阿
姨跑遍了整个医疗队，才找到我。
刘阿姨说：“你一回头，看到你的
眼睛，就知道是你！”刘阿姨，谢
谢您还记得我！

刘阿姨住院时的情景还历历在
目。当时刘阿姨以重症收入院，病
情两度变化，她的思想压力极大，
我们组队员轮流给她做工作。值得
高兴的是阿姨的病情慢慢稳定，后
来转到普通病区了。我一有空就跑

去看她，看到她容光焕发，我非常高兴。阿姨快要出院的
时候，我送了她一件衣服，同病房的病友羡慕地说：“你
看多合适，无论颜色还是款式！”听到这些，我很开心。

在黄冈期间，我收获了很多祝福和感动。3月18日，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患者清零，这也预示着我们即将撤离。
临走前，我把住过50多天的房间仔细打扫了一遍，连马桶都
刷得干干净净，记录下美好回忆。

车队启程，路边站满了黄冈市民，他们拉着横幅、举
着各种标语，街道两侧的居民楼阳台上也拉了很多条幅，
他们用各种方式感谢山东医疗队、感谢山东人民……一路
上有太多让我掉泪的场景：三四岁的孩子给我们比赞，出
租车队给我们护航，交警给我们开路，同行给我们鞠躬，
外卖小哥一路紧跟，出租车司机大姐边开边抹泪……

一路走一路哭，当时我觉得值了，此生值得，一切值
得！

（□记者 王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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