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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新生的主人翁意识，
增强责任感、集体荣誉感，近日，
康平小学一年级举行了我是小

“园丁”活动。此次活动，使孩子
们明白：父母为孩子遮风雨，恩
大于天；老师就像园丁一样呵护
学生，师恩不能忘。 (张雨)

临淄区康平小学：

举行我是小园丁活动

为发挥家长委员参与学校
管理、监督学校工作的职能，增
强学校工作的透明度，增加学
校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
解，近日，马桥实验学校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组织召开了2018家
长委员会成立大会。 (王鑫)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成立家长委员会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行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举行
了“119”消防疏散演练。本次演
练，让师生掌握了消防安全知
识，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提高
了自救自护能力。师生向家人、
邻居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关
注安全，珍爱生命。 (石会东)

近日，敬仲中学举行了法制
教育报告会。会上，该校外聘的
法制副校长讲述了法律的知识，
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
并向学生讲述了进行合法自我
保护的方法。此次报告，必将增
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翟振亮)

张店四中：

举行师徒结对仪式

临淄区高阳小学：

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举办缅怀先烈功绩活动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教学常规反馈会

为加快年轻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充分发
挥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
用，近日，张店四中举行了“青
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活动
要求青年教师要虚心好学，向
老教师多请教、多取经。(黄强)

张店四中：

举行师徒结对仪式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参加青年教师团队研修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法制教育报告

15日，供暖正式开始，暖
流抵达千家万户。但部分市民
却遇到了暖气不热等问题，本
报“问暖热线”接到了数十个
市民的求助电话。

本报记者 胡泉

以前供暖正常

今年咋不行了

“以前家里的供暖很正
常，今年博山11月8日就开始
供热了，为什么我家到现在还
不热？”15日，博山区电机厂宿
舍的居民杨先生拨打本报“问
暖热线”反映家中暖气一直不
热。“我也拨打了博山区热力
公司的电话反映暖气不热的
问题，但是客服人员一直说让
我放放水就可以。我听了客服
人员的建议放了水，暖气管稍
有些温度。但过一会儿又冰凉
了。我和老伴今年都快8 0岁
了，现在家里的温度只有15℃
左右。希望热力公司能来解决
我家的问题。”

随后记者联系了博山区
热力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杨先生家暖气不热，是因
为给他们小区供热的换热站
中一个泵坏了，今天泵已经维
修好了，今天就会供热。”

暖气管冰凉

要降温了咋办

别的小区都已经供热了而
自己小区的暖气管还是冰凉。
15日，家住张店区名宇桂香园
的王女士拨打本报“问暖热线”
称：“去年我们小区供暖就延迟
了一个多星期。今年为什么一
直到现在暖气还不热？小区一
些居民也给负责供暖的永泰热
力拨打电话，可是一直都没有
打通。现在白天家里室温只有
15℃左右。马上就要降温了，很
希望能够快点解决这一问题。”

随后记者将该问题反映
给了淄博永泰热力有限公司，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会对王女
士所在小区的供热问题进行
进一步的调查。等待调查清楚
后再给予回复。截至当天17时
30分，记者发稿前，淄博永泰
热力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复。

去年没用暖气

今年忘了开阀

15日，张店区创业家园的
马女士拨打本报“问暖热线”
称，小区里其他居民家中已经
暖和了，但是自己家还是冷。

“都说15日正式供暖，我也缴
了暖气费了，可在家里还是要
穿棉衣。”马女士说：“去年没
有缴暖气费，家里没有用暖
气，但今年我已经正常缴费
了，小区里其他居民家里前几

天已经有了暖气，可我家为什
么还是冰凉。”

随后记者多次拨打淄博
华力供热有限公司的电话，但
是始终未有人接听。当记者再
次联系马女士时，马女士告诉
记者：“热力公司已经给我回
复了，他们忘记给我开阀了，
所以家里一直没有暖气。现在
已经给我打开了，估计到晚
上，家里就会慢慢热起来。”

本报“问暖热线”

继续帮您问暖

您家的暖气热吗？您对供
暖方面的政策有什么疑惑？您
对城市供暖有哪些建议意见？
都可以反映给我们。我们将针
对您反映的问题，及时安排记
者采访报道，同时将相关问题
反映给供热部门和主管部门，
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您与家人
度过一个身暖、心更暖的冬天。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
我们联系:1 .齐鲁晚报《今日淄
博》问暖热线:(0533)3159015；2 .
下载齐鲁壹点APP，给我们留
言；3 .微博、微信:私信@齐鲁晚
报今日淄博。

15日，记者走进桓台县马桥镇祁家蔬菜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人
正在收割芹菜。该合作社的主要蔬菜产品“阳畦实杆芹菜”是淄博
市著名的地方蔬菜之一。由于当地特有的土壤、水质和气候条件，
产出的芹菜以叶绿茎黄，鲜嫩酥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享誉省内
外市场。 本报记者 李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淄博市精神
卫生中心举办“淄博市老年期精
神障碍伴发躯体疾病的康复护
理研讨班”，来自全市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的护理管理人员、护理
业务骨干及心理学爱好者145人
参加了研讨学习。

通过此次研讨班，学员们学
到了一些老年精神障碍康复护
理、安全管理、心理护理等知识
和技能，对今后老年期精神障碍
伴发躯体疾病患者的护理工作
将产生较好的指导作用。

(孙秀珍)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和
强化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
力，14日，市精神卫生中心影像
科CT室模拟突发CT球管曝光
失控，按键失灵，持续曝光事件，
进行应急处置演练。

此次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
了放射安全应急演练的应急抢
救和配合能力，规范了应急处理
流程，明确了各部门和人员的职
责，对抢救人员的准备和使用物
品、设备、仪器及操作技术也是
一次检验和培训。

(刘哲)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举办老年精神障碍
康复护理研讨班

市精神卫生中心：

组织放射安全应急演练

祁祁家家芹芹菜菜喜喜获获丰丰收收

换换热热站站出出故故障障，，八八旬旬老老人人挨挨冻冻
事发博山电机厂宿舍，目前设备已维修好；供暖首日部分市民家暖气“迟到”

下载齐鲁

壹 点 ，参

与“问暖”

活动。

为加快年轻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充分发
挥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近日，张店四中举行了“青蓝工
程”师徒结对仪式。活动要求青
年教师要虚心好学，向老教师多
请教、多取经。 (黄强)

近日，高阳小学召开了班主
任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各班老
师从多角度、多侧面总结了从事
班主任工作的切身感受，介绍了
特色化、个性化的工作方式方
法。此次会议，使老师们的思想
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郭琪)

孙中山先生诞辰152周年来
临之际，齐都花园小学举行了

“缅怀先烈功绩争做时代新人”
系列活动。学生以多种形式交流
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缅
怀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鞠躬
尽瘁的一生。 (刘金路 张娟)

为提高教学质量，日前，花
沟学区中心小学举行“教学常规
落实月”反馈会。此次会议，使老
师们明确了教学常规的具体要
求，老师们普遍认可“把常规抓
到极致就是创新”这一观点，上
下齐心，齐抓共管。 (周成明)

确保校园安全 为确保校园
安全，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
办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
老师们对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考核方法进行了学习。 (刘华)

召开专题党课 为加强党员
素质建设，近日，沂源县西里镇
金星完全小学党支部召开了“做
一名新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的
专题党课。 (赵甜梦 王桂荣)

黑板报比赛 为普及防控高
血压知识，近日，沂源县张家坡
中心学校中学部举行防控高血
压黑板报比赛活动，及时预防高
血压的发生。(王均升 董元宏)

展示交流活动 近日，沂源
县历山街道教体办组织各幼儿
园进行户外自主游戏和室内区
域展示交流活动，为各幼儿园开
展游戏活动提供了借鉴。(夏巧凤)

举行绘画比赛 为全面提
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和综合素质，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组
织二年级学生举行了“绘童心
展风采”绘画比赛。 (董纪圣)

举办知识讲座 为宣传国
家战略精神，升华家庭教育理
念，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
路小学举办“建设健康中国，保
障全民健康”知识讲座。(王举祥)

家校共育 为促进家校的沟
通与交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与生活环境，近日，沂源三中邀
请学生家长到校开展了家校共
育阳光少年教育活动。(江秀德)

铭记历史教育 近日，沂源
县河湖中学举办了“铭记历史，
圆梦中华”活动，让同学们懂得
了祖国一路走向现代的艰辛坎
坷，要求学生铭记历史。 (齐林)

为提升教学质量，更好的把
新课程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近
日，傅家实验小学英语教师参加
了“张店区小学英语青年教师团
队研修”。此次活动，为老师们以
后的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更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孙艳杰)

健康体检 为了解学生的身
体健康状况，提高学生的生长发
育水平。近日，桓台县起凤镇乌河
小学邀请镇中心卫生院医生到
校为学生进行体检。 (巩翠萍)

感恩活动 为使同学们从
小学会尊重、孝顺母亲，懂得、学
会感恩，近日，沂源县中庄镇中
心小学开展了“感恩在我心”的
感恩活动。 (刘娜娜 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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