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齐 静
本报通讯员 张子龙 杨园园

“拿到低保救助，我们娘儿俩的生活压
力减轻不少，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济
南市槐荫区和平里社区居民李青秀对记者
说。李青秀早年丧偶，儿子读大三，虽然每
月2300元的家庭收入超过了城镇低保标准，
但由于学杂费支出，母子生活仍然拮据。

“虽然李青秀不符合‘收入型’贫困标
准，但根据‘支出型’贫困保障政策，家庭有
子女教育增加的刚性支出，在进行家庭收
入核算时，可以按照每个大学生每月1500
元抵扣。李青秀又是丧偶单亲，可以给予双
倍扣减。”济南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副处长
于芳介绍，抵扣后李青秀家庭收入被认定
为0元，符合最新低保政策。自今年3月起，
母子两人已经享受全额低保待遇。

社会救助是“最底线的民生保障”，
尤其是在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后，更要充
分发挥其兜底保障作用。“十三五”期
间，山东多次在民政部、财政部开展的困
难群众救助绩效评价工作中获得“优秀”
等次，其背后是我省在社会救助政策制
定、体系建设、能力保障等方面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

针对困难群众的不同情况，我省持续
完善低保申请对象认定标准，力争让每位
困难群众都享受到政策保障。2016年，我

省扩大“救急难”综合试点范围，开通了
“12349”社会救助热线，实现窗口受理
与热线受理相结合；2018年10月，我省将

“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范围，家庭
成员因残疾、患重病等增加的刚性支出，
在核算家庭收入时可按规定适当扣减；

2019年11月，我省明确低收入家庭中的重
残人员等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今年7月，我省再次出台政策，规定对无
法外出务工、经营等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
难的城乡居民，凡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
低保范围……

纾困救急时不我待，申请救助的困难
群众经不住拖。从提出低保申请到最终核
准，临邑县临邑镇朱家胡同村村民杨风霞
只等了10个工作日，次月便领到了低保
金。这源于我省对社会救助流程的大胆改
革创新。

“在社会救助特别是低保审核中，
‘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是不可缺少也
是花费时间较多的一个环节，涉及民政、
人社、工商、公安、税务、金融等多个部
门（单位），如逐一核对后再作审批决
定，申请人要等待很长时间。”省民政厅
社会救助处处长邢洪锐说，为解决这个问
题，我省对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申请、
核对进行流程再造，同时将县级民政部门
的低保、临时救助等审批权限下放到乡镇
（街道）实施，极大缩减了社会救助申报
时间。目前，全省105个县（市、区）、
12个功能区将社会救助审批权委托下放到
街道（乡镇），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核审批时限由原来
的37个工作日压缩到20个工作日内。

（下转第二版）

完善社会救助政策，优化简化审批流程，山东加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力度

织密民生保障网，兜住“稳稳的幸福”

□ 本 报 记 者 肖 芳 孙源泽
本报通讯员 苟小妹

秋高气爽时，中秋遇国庆，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8天超长黄金周
到来。记者在济南、青岛等地了解到，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酒店
餐饮、百货商场等传统假日集中消费区
域生意红火。

记者采访发现，一方面是由于国内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消费热情较高，消
费潜力释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各路商
家均抢抓商机、优惠迭出，为黄金周“备
足了弹药”。据统计，中秋国庆期间，全省
各市策划促销活动近百个，其中25项活
动纳入全国“消费促进月”。

吃吃喝喝，是假日消费活跃度最直
接的“晴雨表”。“前几天有客人找我
预订‘十一’当天的包间，我找遍了济
南的店面都没有。”假期客流量情况远
好于预期，让山东凯瑞商业集团市场营
销总监侯明敬很是兴奋。据他介绍，进
入黄金周以来，凯瑞集团旗下各品牌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3成以上，“十一”当
天更是比去年增长了5成以上。

品牌餐饮店一座难求，小吃摊也是
人气满满。10月5日上午，记者在济南
宽厚里看到，一家30余平方米的小店，
从早上9点就坐满了人，还有游客在档
口外排队。“我们假期的营业额比平时
增长了一倍。”店长程先生说。

上半年销售因疫情出现下滑，下半
年逐渐复苏，是很多商贸企业的共同经
历。眼下双节效应叠加之下的超长假
期，成为他们发力冲刺的黄金时间节

点。10月4日，记者走访青岛市城阳利
群、万象汇、家佳源等几家大型商场，
各类促销活动丰富多样，除了价格折扣
的常规优惠，很多商家还推出了代金

券、抽奖免单等大力度促销，购物市民
络绎不绝。“这段时间营业额已经高于
往年同期。”城阳利群营运处处长国艳
说。 （下转第二版）

□ 本 报 记 者 孟 一
本报通讯员 蔡佳辰

“新时代，要立志做一名有信念、德
为先的人民教师。用学识去培育学生的创
新能力，用品格去塑造学生的精神力
量。”在日前举行的新聘教职工始业教育
培训开班典礼上，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张洪
海寄语青年教师当好塑造学生的“大先
生”。在他看来，师范类学校的本职在
“授业”、更在“传道”，学校有责任把
每个学生都当未来的人民教师培养。

一个好老师可以影响几代人。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教育事业对师德师风
建设越来越重视。在以培育优秀教师为己
任的曲师大，师德师风建设渗透进了校风
营造、日常教学、教育培训等方方面面，
一系列源自实践的创新做法，对初、高等

教育中的师德师风的培养具有很现实的借
鉴意义。

师生共评身边“最美教师”

9月10日教师节，曲师大校园里处处
彩旗飘扬。飘扬的旗帜上，不是常见的庆
祝教师节标语，而是全体师生共同投出的
“最美教师”。

“最美教师”评选是曲阜师范大学一项
备受瞩目、影响深远的传统活动。自2016年
至今，100余位师德高尚、敬业爱生、乐于奉
献的先进教师典型获得了这一殊荣。

“最美教师”候选人由学生和院系商议
推选，参选教师的个人事迹和宣传推广由
学生来做，最终评选则交给了全体师生。

当学生全程参与到身边教师典范的甄
选中，榜样的力量便在无形中浸入心田。

在整理拍摄张立兴老师的个人宣传片时，
一则小故事让多名参与学生躲在摄像机后
偷偷抹泪。

十几年前，张立兴的一名学生被查出
患上了淋巴癌。看着学生的身体每况愈下，
心急如焚的张立兴四处寻医问药，最终打
听到癞蛤蟆皮入药有“奇效”。数九寒冬，去
哪里找癞蛤蟆？张立兴咬牙扛起铁杵下河
砸冰，趟了不知道多少河沟才抓到了癞蛤
蟆。从河里走出来时，他的腿上布满了被冰
碴刮开的血道和被冻伤的淤青……

“身边就有这样的教师典范，我们还
需要问该做什么样的老师吗？”当时负责
拍摄纪录片的大四学生程德香感慨。如
今，程德香已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立志
“按张老师的样子”当老师。

“评选结果出来后，我们还会举办一
场以对话形式呈现的‘曲园师德讲坛’，

一方面请老师亲自讲故事，另一方面请事
件当时的见证者——— 已经毕业的学生们拍
摄视频同频共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师袁梅表示，曲师大融入校风的师德师
风教育，在每名学子的心中都埋下了一颗
神圣的教育种子。

每堂课都给学生“打好样”

“今天，咱们来聊聊基础教育中教师行
为对学生的影响……”9月14日一大早，曲
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唐爱民提前来到教室，
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放进教室门口的手机
存放袋里。“院长有那么多公事都坚持不在
上课期间接电话处理，我们就更没理由不
遵守规定了。”正在读大四的教育学院学生
李政隆直言，如果自己毕业后当了老师，也
坚决不带手机上讲台。 （下转第二版）

日常教学中展为师之范，教师博物馆里溯育人本源，曲阜师范大学———

把每个学生都当未来人民教师培养

□ 李轶群

晚十一点，大巴车开了16个小时后停在了我的老家——— 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宁城县长途汽车站，母亲已等在车门口。我刚下车，她迎
面给我裹上了一件厚重的大衣。

我已经大半年没有见母亲了，上次从老家回济南也是在寒冷的时
候。

2月13日，报社拟派我作为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随队记者前往湖
北采访。母亲听到后，有些担心。我执意要去，就劝她说：“同事们有的去
了黄冈、武汉，有的在本省一线。我会注意防护，没危险的。”

母亲同意了，默默帮我收拾好了行装。几番波折，我终于从老家抵
达济南。由于疫情防控升级和任务调整，我未能随医疗队赶赴湖北。

当时，疫情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疫情下的经济和民
生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和同事一起就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情况
作了一系列调查。从畜牧业复产面临的问题到产业链是否畅通，从产
业集群面临的挑战到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如何，我们从电话采访到
随后进企业、入社区、进乡村实地调查，采写了多篇稿件，推动了一
些问题的解决，尽到了一点自己的力量，心里也踏实了很多。

如今，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街市繁华依旧，山河无恙如昨。但
仔细观察，却又有所不同：洗手池旁的洗手液用得更快了，分餐餐具
卖得更火了，电梯里总能闻到消毒液的味道，人们更加注意彼此间的
距离……这是疫情教给我们的东西：更卫生、更文明。

回乡路上，想起上次离家的时候，一路冷冷清清、紧张肃然，行
人们小心翼翼、惶惑不安。当时我竭尽全力、想尽办法租车返回工作
岗位，司机却屡屡变卦，因为他们也担心不能按时回家。

这次回家，一路所见，处处熙熙攘攘，同行的乘客们扛着大包小
包，说说笑笑，脸上满是对家的向往。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啊！

大半年过去了，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但好像什么又没有改变。
再次回到家乡，看着母亲新添的白发，想说些什么，最终只说出一
句：“妈，我回来了。”

假日随笔

“妈，我回来了”

□记 者 李剑桥 姜 斌
通讯员 贾海宁 李秀玲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国庆中秋“双节”来临，滨州
市沾化区泊头镇泊头村贫困户李长英家中迎来了
几名“熟客”，他们进门打了声招呼后，就分头
在屋里屋外忙活起来。原来，这几名“熟客”是
李长英的帮扶责任人和村里党群服务队队员。

今年84岁的李长英老伴早逝，之后就独自生
活。泊头镇扶贫办了解这一情况后，将其作为帮
扶的重点对象，组织帮扶责任人和村里党群服务
队定期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李长英觉得自己不再
那么孤独，生活也越来越“体面”了。

沾化区大力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活动，1537名
区镇村三级帮扶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贫困户，实
施“干部联户”制度：每名帮扶干部每季度至少到
联系户走访一次，帮助其打扫一次卫生，与其拉一
次家常，在实际行动中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

“年纪大了，不能干重活，政府专门给俺安
排了扶贫公益岗，每天扫扫马路，清理路边垃
圾，能领固定工资。”泊头镇姜家窑村贫困户袁
景华独居生活，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每况愈下，
收入没有保障，镇上设置的公益性岗位，让他的
生活有了着落。

沾化区在全区设置了卫生清扫、公路维护、
就医护理、代办事项等1197个公益性岗位，岗位
与工资挂钩，多劳多得。

不仅如此，在帮助贫困户免去生活上后顾之
忧的同时，沾化区进一步细化扶贫举措，将健康扶贫牢牢抓在手上。
近年来，沾化区为1 . 1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建立了健康档案，组建221个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开辟慢性病和“两病”
（高血压、糖尿病）鉴定绿色通道，实现即时申报、鉴定、发卡，确
保贫困户及时享受医保待遇。

产业扶贫是群众脱贫的关键。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沾化区把产业
扶贫作为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的根本举措，大力培植脱贫特
色产业。当地政府与部分企业签订“富民生产贷”协议，贫困户实现
了增收、顾家两不误，日子越过越有起色。今年以来，沾化区投入扶
贫资金2416万元，建设国禾农牧、傲龙畜牧2个扶贫产业园及中央厨
房增资扩股项目，投资126万元为17个“种养加”项目和37个光伏项
目购买扶贫资产保险，确保扶贫资产安全，运转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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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黄金周，含“金”量挺高

消费潜力释放 消费需求升级

10月5日，国庆假期举办的滕州市第四届书展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现场选购图书。（□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宋海存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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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青青泉清清，乡村旅游引客来

10月5日，荣成市东楮岛海洋牧场迎来众多游客亲海探秘，
乐享海洋生态之美。（□记者 王世翔 报道）

“十三五”期间，我省

城乡低保标准之比缩小到

1 . 5：1以内

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率达到50%，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实

现了由按供养方式到按个

人自理状况确定的转变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人次占直接救助人次比例

达到30%以上

“十三五”期间，我省进一步完善

备用金制度和“救急难”工作机制，优

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严格落实急难对

象24小时先行救助制度

低保标准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年均增长5 . 84% 年均增长11 . 15%

2017年 2020年 2017年 2020年

年均增长6 . 3% 年均增长10%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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