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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开发区中学做好教师“传帮带”
兰陵经济开发区中学从教师发

展需求出发，通过互动型师徒结对
模式，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努力
推动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近20对
教师结得真实，结得扎实，结得丰
实，收到良好效果。 (信文)

平度市明村镇强化冬季安全生产
平度市明村镇多措并举强化冬

季安全生产，一是强化重点领域的
专项整治活动，二是强化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三是强化宣传教育
工作，四是强化应急演练与值守工
作。 (陈凯莉)

农村大众报济宁讯 (通讯员
崔金芝 杨福海)11月21日，济宁
市兖州区教体局召开教育行风监督
员座谈会，并为新聘任的30名教育
行风监督员颁发聘书和监督证。

近年来，兖州始终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
别是教育行风监督员的意见，在改
进干部作风、师德师风、政风行风
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被聘任的监

督员们走进学校，开展监督检查、
与师生座谈，了解学校发展状况，
提出意见建议；走进社区，收集社
情民意，向社会传导教育正能量。
兖州区教体局要求全区各镇(街)教
委、各学校单位要主动加强与教育
行风监督员的沟通交流，积极配合
教育监督员的工作，认真落实教育

行风监督员的意见建议。
此次新聘任的监督员分别来自

人大、政协、政府部门、镇街、社区以
及民主党派，具有广泛性、代表性，
其主要目的就是畅通社会参与监督
评议教育工作的渠道，保障公众对
教育事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回应
社会关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通讯员
杨静)近年来，为更好地发挥战斗堡

垒、先锋模范作用，定陶区仿山镇多
措并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该镇提高责任意识，压实主体
责任，镇党委定期研究基层党建工
作，修订完善各基层党支部党建工
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根据全镇
党建任务制定了各支部党建工作责

任清单。同时加强队伍管理，夯实服
务基础，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
践活动成果为抓手，以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全面加
强对村组干部和农村党员的培训、

管理。另外，该镇还提升阵地建设，
完善服务体系，依托农村党员干部
现代远程教育、党组织微信平台、灯
塔党建等网络平台，为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学习培训创造条件。

仿山镇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兖州区新聘任30名教育行风监督员

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通讯员
王国通)近日，从济宁市全域旅游

发展会议暨乡村旅游培训班上获
悉，按照《济宁市A级景区村庄

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确定金乡
县羊山镇胡庄村为济宁市AAA级
景区村庄。

据了解，此次首批命名授牌
的3A级景区村庄是由景区村自评

申报、所在县市区初评推荐后，
由市委农工办、市旅游发展委联
合组成的评定验收组，于11月8日
至11日对全市26家申报创建单位
进行现场验收评定。

金乡羊山镇胡庄村获评3A级景区村庄

农村大众报博兴讯 （通讯员
张倩）为了解决大龄失业人员的就
业难问题，博兴县陈户镇人社所开
发了多个“互助公益岗位”，不仅扶
经济，更要扶志气，争取让群众通过
自主劳动和努力解决自身困难，获
得幸福感，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11月30日，笔者前往部分公益
岗家庭进行实地回访。走进陈户村
赵儒胜的家里，这是一个整洁的农
家小院，农具摆放有序，几件刚洗
完的衣服在院子里晾着，墙角的菜
地里还杵着几十棵白菜。

据了解，赵儒胜家之前可不是
这样。赵儒胜今年48岁，父母去世
后，无人管束的他干脆破罐子破
摔，在家当起了“宅男”，多年来
靠着土地承包费度日，自家院子的
荒草长到屋檐下也懒得收拾，成了
村里名副其实的“懒汉光棍”。

今年，陈户镇人社所经过多方
面考察，将赵儒胜纳入到公益岗帮
扶对象当中，可是当人社所的吕建
东带着好消息去找他时，却吃了闭
门羹。“我才不去干活呢，我当个
低保户就很好。”经过多次上门谈

心谈话做思想工作，多年“宅”在
家的赵儒胜才松了口“开了窍”。
现在，已经上岗的赵儒胜成了村里
的环卫员，自己家的耕地种上了庄
稼，也不再是以前那邋里邋遢、不
修边幅的形象。

“现在日子比以前好了，俺也
要找个媳妇。”临走之际，赵儒胜
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出了今年的打
算。“我们开发公益岗不仅要扶经
济，还要扶志气，让他们明白‘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个道理。”人
社所所长吕建东介绍。

笔者找到尹宗华时，他正在村
头推着环卫车巡视街道。“以前俺
在工地上打点零工，日子也还过得
去，五年前孩子他娘得了病，不仅
干不了活，我还得在家照顾她。眼
看着孩子越来越大、积蓄越来越
少，俺急得有时睡不着觉。”回忆
过往，这个农村汉子眼眶红了。

“现在好了，不用出村，俺就
能领上工资，还能照顾家庭，俺现
在觉得更有干劲了。”听到有在家
就能干的手工活时，尹宗华也积极
地给妻子报上了名。

“我们正在考虑招聘第二批公
益岗，下一批的公益岗将会更多样
化，针对不同家庭情况的扶持也会
更加精准。我们的目的就是争取让
群众通过自主劳动和努力解决自身
困难，获得幸福感，提升‘自我造
血’能力。”吕建东说。

目前，陈户镇人社所组织的
“再就业育婴师培训班”正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着。参加培训的妇女人
数达到31人，参训人员覆盖全镇各
村。陈户镇人社所已经与3家育婴
家政公司建立了就业输送合作。

多年“宅男”被劝出家门 挣钱养家和照顾病妻两不误

陈户镇公益岗让群众获得幸福感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征程
中，有这样一位退休干部，退休20

年来，他写了550多万字的农业技
术教材、书籍、论文等，讲了1300

多次课，义务为群众提供技术咨询
30多万人次。他就是寿光市农业局
退休干部朱振华。

开通家庭热线
服务全国菜农

“作为一名农业技术人员，我
总觉得有义务尽最大所能地为农
业、农村、农民服务。”今年83岁
的朱振华在“助力乡村振兴”离退
休干部事迹报告会上如是说。在
1995年本应退居二线后，他又坚持
工作了5年。2005年他应邀担任了寿
光日报《蔬菜周刊》首席技术顾问，
2007年《北方蔬菜报》创刊，他又先
后义务担任首席技术顾问和首席特
聘专家，家中的电话简直成了蔬菜
生产技术咨询的热线电话。后来，他
干脆把座机连上“小灵通”，及时为
全国各地的菜农解答问题。

技术咨询热线电话一公开，每
天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夜间甚至也
有些菜农打电话来咨询技术问题。
2005年的一天夜里，铃声把他惊
醒，原来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一位农
民朋友打来的，他说他种的日光温
室冬春茬黄瓜染上了霜霉病，多种
药剂都用过了，就是不见好转。朱
振华仔细分析后告诉他，用72 . 2%

的普力克(霜霉威)水剂600—800倍

液或按药剂说明书上说明的兑水倍
数，兑上其他防治霜霉病的药剂
后，再按300倍液添兑上蔗糖，喷
雾全株，尤其要细喷叶片反正两
面，喷一遍药就治住了。五天后，
这位农民朋友专程打电话来致谢。

20年来，朱振华已义务为全国
各地农民朋友提供蔬菜、粮棉等技
术咨询服务3万多次，其中近6年来
2万余次，已接坏了5部手机。

网上开“专家门诊”
专门为蔬菜“看病”

寿光市农业局近年来投资30多
万元建设了寿光农业信息网，开通
了网络视频服务系统和“12316”
农业服务热线，通过网络视频“面

对面”为农民解答生产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2006年3月，寿光市农业
局推荐朱振华为首席视频坐诊专
家，与局里的另外3名退休高级农
艺师，在网上“庄稼医院”开起了
免费“专家门诊”，义务进行蔬菜
病虫害诊疗和农业技术指导。在蔬
菜生产旺季，他们每个人每天要解
答群众咨询上百次，8年来，每册
50页、每页12条的咨询记录簿记了
60多册，累计起来为群众解决生产
技术问题10万多个。

83岁高龄，洪灾后
第一时间下棚

今年8月，寿光遭受重大洪涝灾
害，10万多个蔬菜大棚受灾。灾害发

生后，朱振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
全市抗灾救灾蔬菜技术专家团，并
担任了首席顾问。他跟随技术服务
队先后到10多个受灾镇村，实地对
200多个灌水大棚提供技术指导。

退休后20年来，只要农业局组
织农业技术入村进田培训班，朱振
华都积极参加。最多时，连续做34

场讲座。20年来，朱振华在市内义
务授课近500场次，听课的人数多
达10万人次。退休后，朱振华还应
邀继续为全国和全省蔬菜科技培训
班授课，并先后到宁夏、陕西、河
南、安徽、山西等省区和山东省各
市县授课共计500余次。

退休后编写书籍
教材泽被菜农

退休20年来，他写了550多万
字的农业技术教材、书籍、论文
等。自1993年至今，朱振华编写了
11册教材和2本保护地蔬菜生产技
术教科书，教材不仅供寿光农广校
应用，还被潍坊市农广校选用。

2014年，朱振华主持编著了《棚
室建造及保护地蔬菜生产实用技
术》，他在这本书中指出下挖式日光
温室设计建造上的误区 :存在不易
排涝等弊端。他也曾多次向菜农建
议过，但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今
年寿光洪涝中，这种温室棚受灾严
重。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将2000

多册、价值10万元的技术书籍捐献
给了灾区。目前，针对灾后受损大棚
暴露出的弊端，朱振华已经在着手
设计新一代能防洪、土地利用率更
高，适应深冬生产的新式蔬菜大棚。

很多人问朱振华，为什么退休
了还这么卖力地工作？他说：“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
人的天职。职位上有退休，在履行
党员义务上，永无退休！”

“助力乡村振兴”离退休干部事迹之四

退休后写550万字农技文章泽被菜农
——— 记寿光市农业局退休干部朱振华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通讯员 龚泽员

农村大众报阳信讯 （通讯员
王俊岭 崔相娟）近日，阳信县流
坡坞镇二陈小学韩依诺被评为滨州
市2018年度“新时代好少年”，这
是阳信县唯一入选的好少年，也是
全滨州市年龄最小的一位。

8岁，本是无忧无虑的年龄，而
阳信县流坡坞镇南韩村的韩依诺却
没有这样的机会。原本就患有残疾
的母亲在生完她后便瘫痪在床不能
自理，让这个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贫苦的家庭让小依诺早早地独立起
来，从4岁开始就学会了照顾妈妈。
小依诺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自己
穿好衣服并把被子叠起来，给母亲
喂饭、擦洗身体、换尿袋、梳头，帮早
已身心疲惫的父亲撑起了半个家。

为了让妈妈躺得舒服些，擦洗
身子是韩依诺四年来一直坚持给妈
妈做的事情。冬天里一周两次，夏
天天气热了，她就每隔一天给妈妈
擦洗一遍。长期瘫痪在床的妈妈，
全身的血液循环不好，韩依诺听人
说按摩可以通经活络，她就学着给
妈妈天天按摩身体。

妈妈岳海英介绍，韩依诺在家
几乎不看电视，除了照顾自己就是
学习。妈妈一提起孩子，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落了泪，说道：“我欠孩
子的太多了，小小年纪，本来是我照
看她的时候。可她每天刷锅洗碗，打
扫卫生，照顾我，样样让人心疼。”

当问及韩依诺长大干什么时，
她说当老师，教书，不辜负社会对
她一家的帮助，长大她也会帮助那
些贫困的人。

从四岁起便学会

照顾瘫痪的妈妈

8岁少年撑起半个家

朱振华指导村民水灾后大棚修缮重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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