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俩周，竟不见数学老师
┮单县李田楼镇魏牌坊村小学28名学生，两个周没数学老师授课
┮重视义务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漠视学生们没老师授课，让人心寒

本报单县9月13日讯(记者 梁
斌) 开学已近两周，单县李田楼镇
魏牌坊村小学一、二年级28名学生
却有数学老师授课，数学课上只能
翻课本上自习课。李田楼镇教委史
主任称，该校数学老师暑假前因健
康问题提出不再任教，因师资紧张，
没有新老师任教，正准备调换老师，
来“包办”俩班数学、语文课。

“邻村孩子早就上数学课了，俺
村孩子还没见到老师，一上数学课
就瞎翻课本。”13日，单县李田楼镇
魏牌坊村村民反映，村里人正为孩
子们没数学老师着急。孩子们所在
的魏牌坊小学只有俩年级，一年级
学生17人，二年级11人。因该村距附
近最近小学也有十里地，在两年前
撤校合并中，一二年级得以保留。

据了解，该校原有3名老师，都
是魏牌坊村人，年龄都在五十岁以
上。其中，实际年龄66岁的马老师
担任一、二年级数学课。可他在暑
假前提出，因身体健康问题不愿再

任教。剩下的郭老师、白老师以前
都教语文，马老师走后，他们没接
下数学课，新老师又没派来，28个
孩子的数学课就此耽搁。

“师资紧张，不准备增加老师。”
该镇教委史姓主任解释说，按照师
资配备21：1的比例，28个学生由俩
老师任教是合理的。当前，一方面动
员教数学的马老师继续上课，若该
老师不同意也不会增加老师。

史主任说，该镇小学正实行
“包班制”，即由一个老师既教数
学，又教语文。鉴于魏牌坊村小学
现状，俩老师中必须有一人出来教
数学，若不同意，只好和其他地方
调换老师来“包办”俩班的语文、数
学课。

13日下午，史主任表示，已和
该校任教的两名老师协商好，从其
他地方调换全科老师，替换当前的
单科老师。至于为何开学两周才迟
迟调换，史主任称，一直在做工作，
好不容易才调配好。

本报菏泽9月13日讯(记者
梁斌 景佳 ) “真没想到

丢失的电动车这么快就找回
了。”13日，菏泽市民孙先生从
办案民警手里，领回被盗电动
车。当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
分局刑警大队举行“打击盗抢
电动车专项行动退赃大会”，
将近期从两个团伙追回的21
辆电动车中找到车主的12辆
返还。

13日上午，退赃大会现
场，15辆电动车大都八九成
新。办案民警朱玉龙说，这些
电动车都是今年5月至7月，在
小区、医院等人流量大的区域

被盗，后经办案人员多方摸排
后追回。

“真没想到丢失的电动车
这么快就找回了。”失主孙先
生第一个赶到退赃现场，跑到
自家电动摩托前，一遍又一遍
抚摸着车把，看看爱车有啥变
化。“电源锁被动了，其他没啥
变。”孙先生说，今年5月，儿子
到步行街健身店运动，价值
2500元的电动摩托被盗，没想
到，才3个多月就被警方追回。
另一名失主喊上女儿来领刚
买来不久就被盗走的电动三
轮车，她激动地不停按按车
胎，摸摸车厢。

据刑警二队副大队长赵
孝稳介绍，根据多日摸排的线
索，警方近日一举打掉今年5
月至7月疯狂盗窃电动车的两
个团伙，查明一个团伙作案15
起，另一团伙作案22起，追回
被盗电动车20余辆，其中15辆
大部分是电动三轮车。

针对本次退赃大半电动车
无人领的现状，朱强呼吁，希望
市民丢失车辆后，及时到辖区
公安机关报案，为公安机关进
一步打击犯罪提供法律支持。
朱强说，“对提供线索破案的，
我局将给予奖励，保证兑现，同
时为举报者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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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进阶人生 速锐演绎多面精彩
日前，全球首款带遥控

驾驶技术的新锐家轿——— 比
亚迪速锐震撼上市，引起了
广泛关注。据了解，速锐的核
心用户将以敢于创新、勇于
承担、乐于奉献，实现自我价
值的新生代为主。他们对车
的定义不仅仅是代步工具，
更是一种期待的生活方式以
及生活情趣。

考虑到消费者对生活质
量的追求，速锐在外观、空
间、配置、动力、操控、技术等
各个方面都有创新并力求完
美，满足主流消费者多重用
车需求，将带来更精彩的用
车生活。

作为一款面向新生代人
群推出的新锐家轿，速锐搭
载了全球首创的遥控驾驶技
术。此项高端技术可以让车

主在10米左右可视范围内，
在车外使用遥控驾驶智能钥
匙，就能实现发动机远程遥
控启动、关闭；车辆前进、后
退；车辆左右转向；控制车辆
低速行驶，真正实现无人驾
驶。

速锐搭载的1 . 5TI涡轮
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最大
功率113kW，最大扭矩可达
240N.m，配备6速手自一体
DCT双离合自
动变速器，换挡
时间小于0 . 2S，
0-100Km/h加
速 时 间 才 8 . 9
秒。每百公里的
综合油耗仅有
6 . 5升。既轻松
拥有低碳生活，
也不乏驾驶激

情，速锐是品质生活提升的
必备品。

菏泽润东比亚迪4S店汤
总表示，对于新时代家庭消
费者来说，求新求异的消费
思潮逐渐兴起。比亚迪速锐
的“多面精彩”正中了进阶人
群的最真实用车需求，将开
启准B级家轿市场的新风潮。

(吴丛然)

菏泽牡丹区警方举行退赃大会，警察郁闷了———

9辆被盗电动车无人认领
开锁速度比车主还快 专盯医院行色匆匆者

“这伙窃贼有特点，专拣医院行色
匆匆者下手。”办案民警朱玉龙说。据其
介绍，今年5月份，犯罪嫌疑人郝某在菏
泽市立医院、创伤医院等多家医院“疯
狂”盗窃电动车：瞄准行色匆匆的入院
者，看其进入病房后，迅速出手。为躲避
保安注意，郝某一天换两身衣服。得手
后，再以1 0 0 0多元的低价，卖掉价值
3000多元的电动三轮。

盗窃者的另一特点是作案快，办案
人员介绍，以今年5月盗窃电动车的苏
某为例，苏某配有专用开锁工具，打开
U型锁，仅需几秒钟，打开电源锁也仅
需几秒钟，短暂的时间，一辆电动车就
能被推走。然后再换换电源锁，就通过
中介，进入流通市场。警方提醒，医院、
小区等人流量大的区域一定要把电动
车放在牢靠的地方锁好。

失主丢车不报案 导致追回车辆无法返还
尽管退赃会前公安机关多方寻

找失主，可9辆电动车失主仍未找到，
警方呼吁，丢失电动车一定要及时报
案。

“当前没人认领的电动车中有3

辆是价值不菲的电动三轮车，6辆是
电动车。”办案人员说，这三辆电动三轮
车，一辆是百事利牌、一辆是福田之星
牌，一辆是真爱牌，而警方要追回这些
电动车并不容易，如7月19日，一名四五
十岁的妇女在牡丹人民医院门诊楼西

边丢失一辆电动车，保安也听说了此
事，可该女士并没有报案，警方仅根据
其体貌特征找失主。

除了不报案，还有一些乡镇购买
者受营销者利益驱使，不知道电机
号，给认领电动车带来了麻烦。

办案民警说，希望失主尽快跟警
方 联 系 ，刑 警 二 中 的 办 公 电 话 是
3333115，一旦确定车子是您的，您可
以拿着购买手续或商店证明等有效
证件来认领。

田庄镇“四个强化”完善计生利导机制
本报巨野讯(通讯员 姚全玉 刘振

伟) 近年来，巨野县田庄镇把建立和完
善计生利导机制，作为政府实施民生工
程的一项重要内容，狠抓“四个强化”，有
效转变了群众的婚育观念，促进了和谐
计生的健康发展。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计生利导机制
领导小组，确保利导政策工作的延续性；
强化宣传先导。利用“婚育新风进万家”、

“关爱女孩阳光助学”等活动，广泛宣传，

提高群众对计生利导政策的知晓率；强
化制度监督。做到每一道程序有人把关，
有人负责，并向社会公示，切实把计生惠
民政策用好、用足、用活；强化渠道拓展。
在保证原有计生奖励、保障、扶助、救助
等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
渠道，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扩大群众受惠
面和影响力。让计生家庭真正享受到改
革发展的实惠，充分体会到党和政府对
生育群众的关怀，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营里镇发挥三大优势唱响计生大戏
本报巨野讯(通讯员 崔德荣) 近

年来，巨野营里镇紧紧依靠计生协会、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社会力量，发挥
网络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唱响“生
育关怀”大戏，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首先发挥计生协会的网络优势，为
困难家庭编织“无忧网”。建立计划生育
困难家庭、独生子女救助长效机制，做到
救助帮扶到户、关怀关爱到人。其次发挥

计生服务站技术优势，为育龄群众打造
“健康网”。依托村居“一刻钟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圈”，深入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
的优质服务，促进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水
平的提高。最后发挥社会各方的资源优
势，为计生家庭建造“防护网”。加大相关
部门间的政策协调力度，搞好普惠性政
策与计生优惠政策的衔接，深入开展计
生公益救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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蟊贼“业务”很熟

失主应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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