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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徐海清

4月14日上午，吕连同志在圆
满完成援鄂任务后平安返回淄
博。

14天前姜童、徐书涛两位同
志平安回家，今天吕连同志也凯
旋归来。相同的地点，相似的场
景，重相逢尽是眼泪与欢笑。至
此，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先后
派出的3名援鄂医务人员均圆满
完成救治任务并安全返回。

吕连同志是张店区人民医
院第六党支部书记、护理部主
任。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名
共产党员，吕连同志第一时间写
了请战书支援武汉。2月20日吕连

同志作为淄博市第八批援鄂医
疗队成员奔赴武汉。

2月21日吕连同志接到“山东
医疗队物资保障”的工作任务；2
月27日，被派往武汉三院。在武汉
三院工作期间没有休息过一天，
为了保证下一个班次有充沛的
精力去工作，下班后安定片成了
她的必需品。3月5日吕连同志调
往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与队友汇合。

相比武汉三院，增加的不
仅仅是工作量和工作压力，更
是增加了巨大的感染风险。吕
连说，“在医务人员的眼中，只
有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新冠
肺炎患者并没有什么特别，如
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

他们比普通的病人需要更多的
关爱和理解，我们只要做好自
身防护，怀揣必胜的信心，不会
有问题的。”她回到江夏区第一
人民医院后以最快速度融入到
了这个队伍中，并利用多年的
管理经验和工作经验提出了许
多更科学的、更符合当前江夏
区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工
作的建议，与同事们一起商议，
一起改进，使工作流程更加优
化。重症患者缺的日用品，凡是
病人需要的、吕连有的都给病
人拿去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帮助武汉人民”，这是吕连同
志驰援武汉的初心，也正是这
份初心，成为她战胜困难的强
大动力。

作为一名党员，吕连同志时
刻服从组织安排，并在自己的各
个岗位上竭尽所能发挥一名优

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
场战“疫”锤炼了党员吕连的初
心使命。

战“疫”归来 春暖花开——— 欢迎吕连回家

本报讯 15日，是高三学生
的返校日。淄博十七中制定了详
细的返校方案，确保学生安全、有
序地返校并迅速进入了紧张、有
序的备考状态。

学生到班级报到后，由班主
任组织好上午的自主自习，任课
教师可布置好学习任务，做好线
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衔接，为下周
的市模拟考试做好准备。

(徐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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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十七中迎来
高三学生返校

淄博高层次人才津贴发放全部实行“无形认证”

发放高层次人才和平台补贴820余万元
本报淄博4月16日讯(记者 马

玉姝 通讯员 陈德娟) 优质高
效的贴心服务，是引进人才、留住
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关键因素。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服务环境，淄博
市人社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利用“互联网+人才服务”，
定制人才津贴发放“三免套餐”，让
高层次人才“免填表”“免申报”“免
跑腿”即可享受淄博市引进和柔性
政策释放的红利。截至目前，淄博
已为高层次人才和高层次平台发
放各类补贴820余万元。

日前，2020年3月份以前的博士

后工作资助经费229万元已进入网
上公示环节，实行“政策找人”精准
推送，补贴资金就会乘了电波“飞
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淄博市人社
局实施“无形认证”理念的一件实
例。正是从无须填表这一“小”事做
起，市人社局要求机关干部当好人
才服务的“店小二”，让各类人才切
身感受到人社部门的真心和诚意。
运用大数据比对综合筛查，实现各
类补贴“免申报”。工作人员从人才
工程申报材料和专家信息库逐一
提取相关信息，无需专家提交任何
申请材料。开辟资金拨付“快捷通

道”，实现补贴发放“免跑腿”。对已
享受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补贴的
高层次人才同时通过EMS邮寄方
式发放“淄博精英卡”，可享受交通
出行、医疗保健等19大类28项服务。

通过这一系列“硬核”服务，淄
博已发放市突出贡献津贴72.96万
元、企业负责人引才补贴150万元、
博士后站(基地)补贴115万元、为37
名企业新培养正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补贴370万元，实现了网上电子凭
证传递资金拨付“零等待、零在途、
零差错”，切实把为高层次人才服
务的网底兜牢、兜实。

为进一步明确课题《人工智能
助推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策略研
究》的研究思路和目标，调动青年
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近日，杏园小学课程部组织
召开了市级课题专题研讨会，重点
厘清课题工作要点、重点。 (王甜)

张店区杏园小学：

召开市级课题研讨会

4月15日是沂源县第二中学
高三学生开学首日，全校29个班
级上了一堂由防疫课、公众卫生
普及课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组合而
成的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开启了
一个别样的新学期。

作为每年开学的保留节目，
开学第一课已成为沂源二中加强
德育教育的精品课程。今年的开
学第一课与往年不同，它不仅是
高三学子奋斗拼搏的励志课，也
是一堂抗击疫情的科学课。课堂
上，老师们重点围绕“什么是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开学了我们该怎
么做？”等问题展开，并为学生们
讲述一个个战“疫”故事。老师们
把爱国主义教育、疫情防控知识、
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
一课，将知识讲授与防控科普、心
理疏导相结合，帮助学生们尽快
调整心态，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
让复学充满了别样的意义。高三1
班班主任齐元伟说：“让学生们学
习疫情防护的英雄们，励志奋斗，
冲刺高考，圆梦七月。”(刘念华)

沂源二中：

开学第一课，开启别样的新学期

近日，高青一中召开2019至
2020学年下学期工作谋划会，学
校班子成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

会议以“坚持问题导向，强力
措施攻坚，实现教育质量新跨越”
为主题，回顾总结了前期的疫情
防控工作和线上教学情况，安排
部署2020年上半年学校党政重点
工作和下一阶段疫情防控重点工
作，确保开学以后各项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推进学校持续高质量
发展。 (周进)

为加强网络教学管理，提升在
线教学质量，根据县教体局安排，自
4月7日起网络教学方式由录播课调
整为直播课。为让家长充分了解录
播+直播双渠道教学的优势，近日，
高青县实验小学召开了班主任远程
教学工作会议。 (贾文学 张小遂)

高青县实验小学：

召开远程教学工作会议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
际，傅家镇中心小学开展了系列教
育活动。旨在，提高全校师生的安全
意识，提升师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
强全民国家安全责任，形成维护国
家安全的强大社会共识。 (张磊)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安全教育日活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近日，黑旺中心学校采用电话、微
信、视频等多种线上方式落实家
访活动，搭起了学校、老师与学
生、家长们的交流平台，让学生感
受到了老师的关爱，让家长感受
到了学校的温暖。 (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开展线上家访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人民同心
协力、众志成城，共同抗疫。为增强少
先队员的责任感和组织归属感，在

“停课不停学”期间，傅家实验小学针
对一年级预备队员开展线上队前教
育，时刻做好入队准备。 (李锦)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线上“队知识”教育

开展“在线教学” 疫情期
间，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停课不
停学积极开展了“在线教学”活
动。教师线上教学除了认真上
课之外，课后辅导更是一丝不
苟。 (王晗)

开学模拟演练 为有效做
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师
生生命安全，为开学做好充分
的准备。近日，沂源县悦庄镇东
赵庄完小进行了全校开学模拟
演练活动。 (董宁宁)

线上英语教研 面对疫情，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积极响
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离校不离
师”的号召，紧锣密鼓地部署工
作。英语教研组的老师们拉开了
线上教研的帷幕。 (刘晓丽)

疫情防控演练 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疫情防控演练，进一步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范工作，
把开学前准备工作落实全面到
位。 (马福燕)

做好开学前准备 为做好开
学前准备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和部
署，沂源县河湖中学从各项制度的
确定到具体责任人分工，从环境卫
生的整治到各项配套设施的完善，
积极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王书奇)

高青一中：

召开2019至2020学年

下学期工作谋划会 为保证开学后师生生命安全，
保障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
推进。近日，张店四中举行疫情防
控工作实战演练现场活动。主要包
括错时入校队形、体温监测、突发
情况处置、错时放学就餐、课外活
动等五个方面。 (崔金华)

张店区第四中学：

举行疫情防控实战演练

近日，田镇学区对2019-2020学年
的农村建档立卡学生进行了家访慰
问并张贴政策明细一栏表活动，旨在
将学生资助工作做细、做实。让家长
和学生切实明白享受的资助政策、感
受社会及学校的关爱。 (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

举行建档学生家访活动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举行开学复课防控演练

日前，铝城一中举行了开学复
课防控实战演练。演练以规范流程
为基础，以应急处理为重点，千方
百计阻断传染源进入校园，确保师
生安全顺利开学。分为入校测温、
教室上课、食堂就餐、公寓就寝、消
杀配比间操作、应急处置。(赵永志)

观看复学第一课 近日，沂源县
新城路小学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对广
大师生进行多方面教育并第一时间
组织师生观看山东教育电视台播出
的“开学第一课”。(周从容 戴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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