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19日讯(记
者 张跃峰) 以东方双语
小学广为全市家长熟知的
聊城东方教育集团又出大
手笔，7月19日上午，由其建
设的东方博苑幼儿园盛大
开园。作为全市目前最高端
的民办幼儿园，这一幼儿园
一流的软硬件设施均让到
场家长大开眼界，幼儿园内
甚至设有超大规模四季恒
温儿童游泳馆及室内儿童
体育馆，让幼儿们不出校门
即可上游泳课。

据介绍，东方博苑幼儿
园是由聊城东方教育集团
打造的一所正规高档蒙氏
幼儿园，拥有一流的硬件设
施和一批素质过硬有爱心
和责任心的教师队伍。设有
20间标准的蒙台梭利活动
室，每间面积120平米，配有
教学一体机、钢琴、奥尔夫
乐器、电子选曲板、蒙台梭
利教具，另外还配置了消毒
灯、消毒柜、恒温饮水机、空
气净化机等幼儿园必备设施
一应俱全，这给孩子们提供
了舒适、安全、快乐的学习、
生活、娱乐、休息的空间。

园区还有19间功能房与
实景缩影体验室，一楼有超
大规模四季恒温儿童游泳
馆，让孩子尽情的触摸水、亲
近水和感受水。350平米的室
内儿童体育馆，不管天气是
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孩
子们都可以在里面尽情地玩
耍。二楼儿童剧场，给孩子们
提供了展示成长的舞台。咖
啡厅、绘本室、创构坊、烘焙

室、陶艺室、科技馆、儿童棋
室、儿童武馆、3D电影院和
魔法小屋，每天都有孩子在
里面体验课程，东方银行、东
方超市、东方医院，公安局和
消防局五个实景缩影体验室
满足了孩子们模仿敏感期的
需求，在角色扮演中了解世
界，在亲身体验中获取知识。
三楼楼顶有孩子们游戏区和
他们的种植区。

7000平米户外游乐场
地设有2个大型的户外拓展
训玩具，特洛伊木马，博苑号
海盗船，攀爬式休息区，大型
迷宫，足球场，露天舞台，水
车以及超大规模的沙池和水
系。据幼儿园负责人介绍，无

论是室内还是户外游乐配套
设施，东方博苑幼儿园都已
达到国际一流水准，各项功
能的研发建设均以开发和挖
掘幼儿及儿童的心智体发展
为本，努力在幼儿的发展关
键期，挖掘幼儿的内在潜力，
使幼儿不仅获得了知识，更
获得了方法和经验，解放了
思维，使幼儿形成了良好的
习惯，真正做到玩中学，学中
玩的完美结合。

与此同时，东方博苑幼
儿园还特别注重教师队伍
的发展与教师素质的提高。
自去年6月份开始，多次聘
请权威专家教授前往园区，
对全体教师进行专业培训，

并多次组织大家外出学习，
促进教师队伍快速成长。幼
儿园内设有专门接送幼儿
的校车，节省了家长时间的
同时，也能培养孩子们的独
立意识及沟通交友能力。

科学合理的膳食是促
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的重
要保证。幼儿园为孩子们提
供美味营养的午餐，营造愉
快的进餐氛围，有效地提高
幼儿食欲，促进幼儿身心的
健康成长。该负责人还表
示，接送、娱乐、学习、餐饮、
休息……东方博苑幼儿园
将爱与责任渗透到优质服
务每一个细小环节，欢迎所
有幼儿家长感受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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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上午，作为全市目前最高端的民办幼儿园，东方博苑幼儿园盛大开园。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本报聊城7月19日讯(记
者 张跃峰) 根据记者从
东昌府区获得的信息，东昌
府区关爱助学2017年度“阳
光伴我行——— 大学生英才
工程”贫困大学新生资助活
动已于日前启动，活动择优
择需选取符合条件的2017
年高校录取新生给予经济
资助，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子顺利进入大学深造。

据介绍，申请2017年度

“阳光伴我行——— 大学生英
才工程”助学金需具有下列
条件：2017年参加高考，并
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
科录取的，东昌府区籍高中
毕业生(国防生、军校生、免
费师范生、音体美考生原则
上不予资助)；孤儿、单亲或
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学生，城市享受
低保的家庭子女；遵纪守

法、品学兼优，如获其他奖
(助)学金的，按就高不就低
方式处理。

申请时间为2017年7月
20日至8月6日，符合申请报
名者在户籍所在镇(街道)团
委、高中毕业学校领取《东
昌府区“阳光伴我行——— 大
学生英才工程”助学金申请
表》，填写后，将申请表(一
式三份)及录取通知书复印
件(可缓交)、本人户口复印

件，一起交于所在镇(街道)
团委或高中毕业学校。经学
校、镇(街道)审核后，统一上
报东昌府区关爱助学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关爱助
学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
组织人员进行家访核实，并
根据相关要求按照最需要、
最优秀的原则确定受助学
生名单。

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
电话：8413020。

东昌府区开展“阳光伴我行—大学生英才工程”

被被高高校校录录取取的的贫贫困困新新生生可可申申请请经经济济资资助助

“我通过咱镇里的金融
扶贫的好正政策，向农商银
行贷款3万元，建立起了一
个蔬菜大棚，春夏两季共收
入一万多，生活一下子有了
改观。”莘县妹冢镇王世厚
贫困户王章站在自家的蔬
菜大棚里自豪地说。

在推进脱贫攻坚向纵
深发展的过程中，妹冢镇创
新方式，变“输血”为“造
血”，唱好金融扶贫、产业扶
贫、精神扶贫“三台戏”，助

推打赢脱贫攻坚战。
唱好金融扶贫戏。该镇

利用上级金融政策和银行
的有关政策，积极牵线搭
桥，向贫困户介绍金融扶贫
的有关知识，先后与镇农商
行、莘县青龙银行达成合作
共识，为贫困户提供低息或
免息贷款，贷款数额、项目
落地由贫困户自愿选择，实
现“输血”为“造血”，增强贫
困户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唱好产业扶贫戏。该镇

利用上级政策，积极实施产
业扶贫，先后利用了光伏发
电、政策养羊、大棚建设、介
绍工作等渠道，实施产业扶
贫，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
位，增强贫困户的自我“造
血”的能力，提供优惠政策
为贫困户建立产业扶贫体
系，较多贫困户参与到产业
贫困的进程中，实现自我脱
贫。

唱好精神扶贫戏。贫困
户中较多的是鳏寡孤独老

人，无亲人照顾，无亲情关
爱，内心孤独，针对此类情
况，该镇组建扶贫志愿者
队 伍 ，吸 收 镇 直 机 关 干
部、镇直部门、学校、企业
志愿者参与其中，定期开
展“扶贫慰问，送温暖”、

“ 走 进 群 众 身 边 ，送 去 一
丝 欢 乐 ”等 志 愿 活 动 ，为
全镇贫困户送去慰问品，
谈心谈话，为贫困户送去
精神上的温暖。

(王德卫 李通)

莘莘县县妹妹冢冢镇镇：：扶扶贫贫唱唱好好““三三台台戏戏””

爱心是冬日里的一缕阳光，理
想是攀上高峰的阶梯，亲情是口渴
时的一杯水，友谊是摔倒时的一只
手，而奉献，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空
气。

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马路上，热
辣辣的太阳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一
手拿着扇子，一手拿着冰激凌，津津
有味地吃着。在一个拐弯处，我看到
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一位老人，穿着一身橙衣服，衣
服很旧，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这位老
人在大树底下坐着，树枝上挂着一
个瓶子，垂下来的细管里流动着药
液，噢，原来他在输液，一手扎着针，
一手拿着个干干巴巴的烧饼，旁边
是垃圾车和一条干干净净的马路。
我疑惑不解地问“老爷爷，您为什么
不在医院里输液，在这里输液呢？再
说，医院里比这里凉快多了……”老
爷爷笑了笑，说：“没事没事，这里也
不是很热，我要是在医院里输液，我
就没有办法打扫马路了呀！”我有点
儿心疼地说：“您不是生病了吗？生
病了在医院好好治病，马路让别人
扫也行啊。”“不不不，我是清洁工，
我的工作就是打扫马路，怎么能因
为生病这点儿小事就不干了呢？一
个人有了他自己的工作，哪怕很不
起眼，也要努力去做好它，不能因为
任何事情就轻易停止它……”老爷
爷说得很认真，虽然话语很朴实，但
是让我感慨不已。

走在被老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马路上，我望着渐渐“变小”的老人，
忽然觉得他是多么高大！仰望天空，
忽然觉得是那样的蓝，俯视小草，又
觉得是这样的绿，心中不经想：生活
因默默奉献而精彩！

东昌府区光明小学六年级：任
芝宵 指导教师：聊城市东昌府区
光明小学：樊庆悦

生活因奉献而精彩

近日，为了进一步实现残疾人
精准康复，全面提升辖区残疾人的
康复水平，莘县妹冢镇残联联合镇
卫生院开展了残疾人精准康复入户
评估活动。

活动中，镇残联联合镇卫生院
康复大夫组成联合康复小组，逐一
深入残疾人家中，查看残疾人实际
生活状况，细致询问残疾人心理康
复情况，认真记录残疾人及其亲属
对康复的需求，做到不漏一户、不遗
一人。对于残疾人的康复需求，镇残
联第一时间登记造册，上报县残联，
为残疾人康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本次入户评估活动已经完
成17户的实际调查，需要各类康复
器材8人，较好地推动了辖区残疾人
精准康复。

(王德卫 李通)

莘县妹冢镇：

开展残疾人

精准康复入户评估

挂失声明
李浩，不慎将医师资格证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200437110372501197103240711。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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