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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预防防流流脑脑要要““三三晒晒一一开开””
又到流脑高发季，提醒家长少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记
者 李德领) 27日，记者从
菏泽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春
天是流脑高发的季节，专家
提醒，预防流脑要做到“三晒
一开”，杀灭病菌，同时要及
时为孩子接种流脑疫苗。

据菏泽市疾控中心免疫
规划科副主任医师张复臣介
绍，流脑的全名是“流行性脑
脊髓膜炎”，它是由一个名叫

“脑膜炎奈瑟氏菌”的细菌引
起的，它主要发生在冬春比
较寒冷的季节，患者以儿童
为主，因为在这个季节，气候
变化较大，人们尤其是儿童
的呼吸道系统的抵抗力较
低，所以容易引起发病。

“流脑起病急，主要引起
发热、头痛、呕吐、出血点及
颈项强直等脑膜刺激症状。
以前，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
药物，流脑曾是危害人类极
其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张复
臣说，虽然我国科学家成功
研制了流脑多糖疫苗并在全
国推广使用以来，流脑的发

病就开始大幅度下降，但流
脑仍然是危害儿童健康的一
个重要传染病。

张复臣提醒市民，预防流
脑要做到“三晒一开”，杀灭病
菌。“流脑”的病原体——— 脑膜
炎奈瑟氏菌有怕冷、怕热、厌
氧的特性。所以，在阳光充足、
空气新鲜流通的环境中不易
生存。“三晒一开”就是常晒太
阳、晒被褥、晒衣服，居室常开
窗通风，这样就可以达到杀灭
流脑病菌的目的。

接种流脑疫苗是预防流
脑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办法，15
岁以下儿童是流脑易感人群，
需要重点保护。除了在流行季
节少去或不去人多的公共场
所外，还应该接种流脑疫苗，
提高对流脑的免疫能力。

在流脑流行季节，如发
现儿童有不明原因的发热、
头痛、呕吐时，须引起警觉，及
时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流脑
的要隔离治疗。对疑似病人
或与病人密切接触者要严密
观察，以防止该病扩散、传播。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记者
李凤仪) 27日，记者从菏泽

市教育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
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为
2 . 7万余人，具体考试时间为3
月11日。记者采访有关辅导机
构获悉，报名教师资格证的人
员多数为女性，更多女性倾向
考教师编。

“做教师稳定、有寒暑假、
待遇也可以，女性教师还可以
兼顾家庭和孩子。”某教育培训
机构负责人表示，近期报名参

加教师资格和教师编培训课的
大部分是女性，男性就是“万花
丛中一点绿”稀少的很，很多男
性出于事业的考虑，更倾向于
考公务员等岗位。

记者采访获悉，目前小学
内男教师数量最为稀少。“在市
区内几乎所有的小学内，几乎
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尤其是男
班主任越来越少。在以往，班主
任基本以教语文、数学的老师
为主，如今的小学男老师本来
就少，除了体育老师，男老师更
少了。”菏泽一小学负责人表
示，男班主任在小学中一般比
较“抢手”。

众所周知，教师资格证是
成为一名教师的前提条件，

2017年上半年报名成功的考生
可于2017年3月6日至10日登录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www.ntce.cn)报名系统，自行
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准考
证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笔试单科合格成绩2年有
效；教育部考试中心为笔试、面
试均合格的考生提供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为3年。

笔试成绩查询开放日期为
2017年4月18日，考生可通过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 站
(www.ntce.cn)进行笔试成绩
查询。考生如对本人的考试成
绩有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
后10个工作日内向市自学考试
办公室提出复核申请。

此外，很多人还关心今年
的教师编考试情况。菏泽教育
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
菏泽教师编考试安排在8月份，
今年考试时间要提前，预计能
要在2017年7月份之前结束笔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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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报名占了半数以上，更多女性倾向考教师编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期，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省纪委和
市委工作部署，加大对侵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的查处力度，维护了群众利益。
为进一步传导压力，持续形成
有力震慑，近日，市纪委通报查
处的5起典型案例。

鄄城县李进士堂镇田楼行
政村违规使用村集体资金、向
非贫困户发放扶贫羊并收取保
证金问题。给予田楼行政村党
支部原书记白官文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给予村委会委员彭步
青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退还村
民上缴的保证金。

东明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崔
寨行政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

主任崔金轩虚报冒领粮食直补
资金等问题。给予崔金轩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并由城关街道办事
处按照有关程序依法罢免其村
委会主任职务。同时，给予村委
会副主任王坤山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会
计徐培顺党内警告处分。

成武县九女集镇李楼行政
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帮升套取粮
食直补资金问题。给予李帮升
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单县曹庄乡李庄行政村村
民委员会原委员李道华截留村
民养老保险金、套取粮食直补
资金问题。给予李道华留党察
看一年处分。

曹县阎店楼镇木瓜园行政
村党支部书记刘本旺套取粮食

直补资金问题。给予刘本旺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当前，虚报冒领、套取私分
粮食直补资金，骗取挪用、贪污
侵占集体“三资”、惠农补贴和
土地征收补偿款，以及在办理
涉农事务时吃拿卡要等问题依
然严重。这些问题直接损害群
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
挥霍群众对党的信任，侵蚀和
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严肃
处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高度
重视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把全
面从严治党的压力传导到县
乡、责任压实到基层。县乡党委
要发挥关键作用，下大气力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切实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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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

变变电电升升级级改改造造助助推推经经济济发发展展
本报郓城2月27日讯(记

者 李贺 通讯员 王淼)
27日，国网郓城县供电公

司对110千伏城北变电站的
10千伏顺河线和10千伏育才
线电流互感器及继保装置进
行升级改造，以满足城区经
济发展需求。

10千伏顺河线和10千伏
育才线是郓城城区重要供电
线路，承担着郓城北部城区

的生存和生活用电。随着郓
城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和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用电
负荷迅猛攀升，原有设备已
接近满载状态。为满足负荷
增长需求，国网郓城县供电
公司决定对线路变电柜进行
升级改造，根据设备状态认
真制定检修计划，顺利完成
了本次检修任务，为郓城电
网迎峰度夏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记者
崔如坤) “每年二月二，都能

在家门口赶庙会看大戏，甭提
多高兴了。”27日(农历二月二)，
2017年度菏泽白龙潭庙会的第
二天，牡丹区吕陵镇周庄行政
村村外的空地上人潮涌动，热
闹非凡，人们除了庙会祈福外，
还能连看五天大戏，这让十里
八乡的群众过足了戏瘾，极大
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27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
来到白龙潭庙会探访。临近庙
会，路上的人络绎不绝。记者看
到路上还有挂着济南、聊城甚
至河南、江苏牌照的小车。采访
得知，不仅周边十里八乡的群
众会来赶庙会，有着悠久历史
的白龙潭庙会还吸引着菏泽其
他县区以及济南、聊城等地市
甚至河南、江苏等外省的人前
来赶庙会祈福。
  在庙宇正前方的大片空地
上坐满了人，一座大戏台矗立
其中，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听得
欢喜。记者看到，两位老太太手
在台下挽着手听得入迷，她们
是幼时好姐妹，后嫁到不同的
地方，但每到白龙潭庙会，老姐
俩都会如约赴会，“俺老姐俩赶
庙会听听戏，拉拉呱，比在家里
窝着强多啦。”吕陵镇张庄村年
过八旬的张老爷子，他也是庙
会的常客，“我很喜欢听梆子
戏，能在家门口连听五天大戏，

甭提多高兴了！”
  据了解，白龙潭庙会定于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初五及七
月初举办，一年两次，为办好白
龙潭庙会，周边一些热心人士
成立了白龙潭理事会。今年理
事会成员自发进行了捐款，“有
的捐一万，有的捐五千，有的捐
一千，都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
自发捐的。”白龙潭理事会会长
肖钦德介绍，这些钱款将用于
请剧团为群众唱大戏、修附近
道路、修缮庙宇等善举。

“这几天会吸引数万人到
此祈福听戏。”肖钦德说，今年
庙会请来了菏泽市地方戏曲传
承研究院梆子剧团来演出，每

年庙会期间，理事会都会花钱
请剧团来为乡亲们演出，深受
周边群众欢迎。
  “我们不仅要丰富乡亲们
的文化生活，还要带动他们致
富奔小康！”白龙潭理事会副会
长王付增说，庙会因为增添了
更多的公益内涵，也吸引了不
少企业家慕名而来捐赠钱物，
以通过理事会帮助更多人。下
一步，理事会将修建白龙大殿，
不断完善周边的基础设施，充
分挖掘白龙潭庙会的旅游资
源，将白龙潭打造成旅游著名
景点，“通过旅游产业的辐射带
动，来提高当地村民的收入，让
乡亲们的生活更富足。”

二二月月二二，，赶赶庙庙会会、、看看大大戏戏
菏泽白龙潭庙会连演五天大戏，深受周边群众欢迎

台下认真看大戏的老人。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本报郓城2月27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李英

魏忠友) 27日，齐鲁晚报
记者从郓城县委宣传部获
悉，近日郓城县召开全县农
村工作会议，对获得“三品一
标”认证的郓城县久源芦笋
种植专业合作社等25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奖励，共
奖励资金54万元。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意
见》，充分发挥全县农业资源
优势，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
高、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力
强的农产品知名品牌，郓城

县2016年制定并实施农产品
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郓城县财政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农产品品牌培
育、保护和宣传工作，将农产
品品牌创建工作纳入全县科
学发展考核，不定期对农产
品品牌建设项目工作进行调
度、督导和检查。

2016年，郓城县共有25家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44个农产品
获得了绿色、无公害和国际认
证，其中绿色农产品8个，无公
害农产品34个，国际认证农产
品2个，对促进全县农产品品牌
建设、加强发展现代农业，发挥
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5544万万元元奖奖励励新新型型农农业业主主体体
郓城县一年44个农产品获绿色无公害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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