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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中小学清明节
传统教育活动丰富多彩

东昌府讯 近日，我区各中小学师生纷纷走到革命先烈纪念馆、烈士墓、

故居等处，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聊城九中小学部组织召开网上缅怀祭奠先烈活动，孩子们手捧自己制作

的纸花向革命先烈致敬。河东小学六年级全体少先队员穿戴整齐、胸带白花，

佩戴红领巾，到聊城人民公园赵以政、赵以堂烈士墓，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

争做红色少年”为主题的清明祭扫活动。阳明小学在聊城市烈士纪念碑前通

过唱起国歌、敬献花篮方式，表达对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梁水镇

学区付楼中心小学相关负责同志带领少先队员们，到梁水镇范公祠祭奠缅怀

先烈。道口铺学区代屯小学开展了以“缅怀革命先烈，讲述英雄故事”为主题

的革命英雄故事演讲活动。堂邑镇西黄小学召开清明节“不忘初心，缅怀先

烈”主题教育班会，并引导学生通过视频观看形式再次了解英雄事迹，集体向

英雄致敬默哀。郑家镇镇西小学通过主题班会、演讲比赛、诗词吟诵会等方

式，开展了纪念清明节的系列活动。

据了解，今年清明节，我区各中小学生深入革命战争纪念地、烈士陵园

祭扫、献花和宣誓，礼敬先烈先辈，培养爱国情感。各学校用好用活聊城丰富

的党史资源，大力传承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组织学生广泛开展“诗文朗诵

会”“红色经典诵”、主题班会等，邀请家长、志愿者等走进校园，讲红色故事，

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中深深扎根、薪火相传。

（融媒体 郭龙君）

堂邑镇陈庄希望小学

走进繁森故里
堂邑讯 近日，堂邑镇陈庄希望小学师生一起走进了孔繁

森故里———堂邑镇五里墩村。师生们一起回顾了孔繁森同志

的个人事迹，体会了孔繁森同志“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

洒高原”的伟大红色精神，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经过

这次学习，老师和同学都受到了很大触动，认识到当今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换来的。

大家深刻体会到了共产党员舍身为人民的伟大精神，激发了

爱国主义情怀，坚定而了永远跟党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理想信念。 （通讯员 孙之杰 田肖）

镇东小学

开展“党在我心中”主题
队会学党史活动

郑家讯 学习百年党史，烛照奋斗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一百周年，为引领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营造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氛围，将红色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3月 29日，郑家镇镇东小学开展了“党在我心

中”主题队会学党史活动。

各班召开党史学习主题队会，各中队辅导员从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到奋斗史，从革命领袖到英雄人物，从延安精神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图片讲解，或故事演绎，或播放视

频，深入浅出地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引领

少先队员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学习革命前辈为

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刻苦

学习，努力拼搏，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通讯员 温树公 赵乐双）

古楼街道 94个无人管理小区兜底托管

让 老 旧 小 区“ 逆 生 长 ”
古楼讯“以前小区没人管，楼道里自

行车乱停乱放，上楼都不方便。现在有了

物业管理，小区停车整齐有序，楼道有人

扫，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前一段我们还

想换套新小区的房子，现在这么好，我们

也不换了。”在硫酸厂家属院住了十多年

的李爱国说。古楼街道香江社区硫酸厂家

属院建于上世纪 90年代，是典型的老旧

小区之一。小区内车辆乱停乱放、设备陈

旧老化、配套设施不齐……是“高龄”小

区一直以来的痛点。这种老旧小区多数建

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规模较小，物业公

司不愿意长驻，长时间处于失管状态，导

致普遍存在整体环境差、管理无秩序、治

安消防隐患多等问题，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

古楼街道通过开展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工作，建立了责任明确、协作有力的工作

机制，由街道抓管理，物业公司做服务，

大小管家相互配合，共同为居民服务。今

年，古楼街道将老旧小区改造和创城工作

相结合，对鸿顺花园、威尼斯花园一期等

19个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在听取民

意基础上，对在施项目现场进行沟通监

管，确保 6月 15日之前改造完成。

要真正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生活居住质

量，基础设施的改造是一方面，提升物业

服务水平同样重要。古楼街道加大对有物

业管理小区物业公司的检查督导，发挥

“恳谈会”、“红色物业”的作用，确保有

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对于无物业管理小

区，古楼街道与和家生活 （北京） 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对辖区 77个无人管理小区进

行兜底托管，与山东城开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对 17个无人管理小区进行兜底托管，

同时签订了完备的托管协议，实现老旧小

区物业服务规范化、集约化、市场化。通过

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

了广大居民的支持和赞扬。

（融媒体 王洪伟 通讯员 朱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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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园讯“一方水费五块七，俺店里实际用水

每个月不到一方，可每到月底的时候却要交将近

一百元的水费，交吧觉得太亏了，时间长了也不

是一笔小数，不交吧，大家都在一条街开店抬头

不见低头见，不能因为俺这一家影响大家。”说起

曾经的水费问题，育新街上楼南馒头老板齐玉法

很是无奈。

育新街是有名的老商业街，街上有很多早点、

小吃店，最集中的当属育新小区东西两侧了，但

就在今年年初，用水问题却给这些商户带来了极

大的困扰。

原来，该小区 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一

楼商户由于政策问题不能参与改造，由于地下铁

管严重腐蚀、水表老化，水损由整楼住户分摊，现

楼上改造完成不用再查水表，楼下商铺查水表出

现严重水损的问题就出现了。

社区书记闫甲林在小区改造完初期担心水表

无人查，成为无人管理区域，时间长了停水影响

商户正常经营，于是就安排永诚物业接管楼下商

铺查水表，可是水损却逐月骤增，一度达到了 280

方，这无疑给育新小区一层 22家商户带来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商户们担忧不已。闫甲林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非常着急，他马上联系自来水公司工

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召集商户代表共同商讨解决

方案，最终确定一户一表改造。

经过现场测量，大家一致同意在育新小区院

内加装水表箱这一方案。很快，设计方案出来了，

每户需要承担 3900多元的改造费，育新社区组织

商户召开议事会，并委托永诚物业收取这部分费

用，期间，费用的收取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绝大部

分商户都是租户，改造事宜及改造费用需要房东

同意并负担，社区又多方做工作，召开房东代表

会议，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大家一致同意

改造并承担改造费用。

目前水表改造已经顺利完成，彻底解决了 22家商铺用水负担重的问题。

付出必有收获，商户们集体来到社区，将写有“为民办实事，为商户解忧愁”、

“服务优良态度和谐”的两面锦旗送到社区工作人员手中，表示对社区及物

业工作人员的感谢。

馒头房老齐尤其感激不已，他握着闫甲林的手说：“你们真是在给俺们老

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现在俺们终于不用再多花那冤枉钱了，感谢咱社区！”

（融媒体 王洪伟 通讯员 杨晓翠）

忆 峥 嵘 岁 月 讲 红 色 故 事
———张炉集镇开展红色文化走进校园活动

通讯员 裴崇旭 侯建华 刘畅 陈明丽

为铭记革命历史，学习抗美援

朝战争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

雄气概，4月 1日，张炉集镇组织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纪念活动，邀请

抗美援朝老英雄和对越反击战的英

雄们，走进校园，讲述难忘的抗战

经历，传承红色文化，永续革命精

神，学习党史，铭记历史，为建党

一百周年献礼。

这场由张炉集镇文化站、张炉

集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张炉集镇

学区举办的“学习党史跟党走 红色

基因代代传”红色文化传承活动，

在张炉集镇中学大礼堂举行，是张

炉集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活动邀请了抗美

援朝老英雄、88岁的李金柱老人及

参加越南反击战的军人李新一、张

善和、宋登林，他们各自讲述了难

忘的从戎岁月，追忆峥嵘岁月，缅

怀红色历史。激励孩子们，聆听红

色故事，认真学习党史，牢记革命

精神，让红色文化滋养下一代。

抗美援朝老英雄李金柱老人走

进舞台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热

烈掌声。热情的孩子们，激动得小

脸通红，用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

老人的敬意。“战士们三天两夜没

吃东西，后来一个战士发现有一种

苜蓿草可以充饥……”孩子们听到

这里时，眼圈都红了。参加过对越

反击自卫战的李新一老人，则用一

组照片串起了当年的流金岁月，并

讲述了自己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的难

忘经历。

最后，孩子们向革命退役军人

敬献鲜花，并表示会铭记历史，传

承红色文化 ， 好 好 学 习 ， 不 负 先

烈，不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和培养。

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

在速。张炉集镇将以这次活动为契

机，把传承红色基因扎扎实实地开

展下去，教育激励广大青少年和干

部群众高举旗帜，继承和发扬革命

先烈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在新时代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 兴 的 中 国 梦 的 新 征 程

上，谱写绚丽的篇章。

嘉明经济开发区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嘉明讯 近日，嘉明经济开发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对开发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对开发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引导开发区广大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奋力推动开发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基层

党组织要把握好学习教育的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确保学习

教育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要重点学习党的革命奋

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坚持把学习党史与学习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真正筑牢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勇当全区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要高度重视、主动谋

划、积极行动，把学习教育的具体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攻坚

克难的强大动力，砥砺奋进扬清风，忠诚担当谱新篇，全面开

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献礼。 （融媒体 仝兴社 通讯员 张志鹏）

侯营镇

开展“学党史、强信念”
缅怀先烈活动

侯营讯 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感，铭记

英雄烈士的牺牲和奉献，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在清明

节来临之际，4月 2日，侯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团委联合

侯营镇中心小学开展“学党史、强信念”缅怀先烈活动。

上午 9时，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侯营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们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高举右手、齐致队礼。礼

毕，少先队员抬起花篮，齐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稳

稳摆放在纪念碑前。

少先队员们通过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深情朗诵形式寄

托哀思，他们深情诵读，声声激昂豪迈，表达着自己对革命先

烈大无畏精神的崇高敬意。为进一步传承和领悟革命精神，

不断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由王忠祥老人

带领大家来到侯营村红色教育基地进行实地学习，现场讲述

侯营烈士的英勇事迹，追忆他们的人生足迹、光辉岁月，让少

先队员们在一个个红色小故事中接受爱国主义的洗礼。

通过此次活动，广大少先队员们在仪式熏陶、沉浸式情

景、实践活动中，不断增强少先队员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性、

感染力。让同学们深刻感知革命先烈们为了中国的解放和革

命的成功而努力战斗的艰辛历程，激发了大家对革命先烈的

深深崇敬和怀念之情，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向上向善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将来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

（融媒体 仝兴社 通讯员 康凤娥）

我区举办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人员培训会

东昌府讯 为安全、规范、有序地

做好全民接种新冠疫苗、杜绝接种

安全隐患、提升相关人员新冠疫苗

接种水平，近日，区卫健局、区疾控

中心在区人民医院科教楼召开全区

相关医疗机构及预防接种单位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人员培训会。全区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人员共 489人参加

培训。

培训会专门邀请市疾控中心专

家讲解了疫苗流通和接种信息登记

报告的内容，特别要求及时建档、及

时录入、及时上传接种信息。大家一

起交流了前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

经验和工作中与接种人员沟通的重

要性。培训结束后，对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考试。

通过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新

冠疫苗接种人员的理论知识，为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为接下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安全、

高效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融媒体 王洪伟 通讯员 孔凡爱）

东昌府区融媒体中心公益广告

怡景小学

教职工积极参加云走齐鲁
线上万人健步走活动

东昌府讯 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增强教师的健康幸

福指数，怡景小学组织教职工积极参与山东省体育局主办的“云走百天庆党

华诞”2021年山东省云走齐鲁线上万人健步走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教师们或是选择步行、骑车等方式上下班，既锻炼了身

体又绿色环保；或是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以实际行

动践行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此次健步走活动，强健了教职工体魄，丰富了校园业余生活，充分展现

了该校教职工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怡景宣）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人员奔赴各乡镇，针对当前麦田情况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提高管理的针对性、操作性和科学性，全面提高小麦管理水平。图为农技人员对小麦施肥浇水管理进行现场指
导。 区农业农村局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