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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在在学学生生们们的的人人生生词词典典里里，，永永远远没没有有““人人走走茶茶凉凉””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说过：要做

的事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
的事总找得出借口。很长时间以来
我总想写写我的学生们，但总感觉
没时间，现在静下来就说说和他们
在一起的那些事儿。

人走茶不凉

记得毕业考试前一段时间的
某次课上，我正在专心上课，同学
们也听得很认真，但在前两排的两
个同学小声争执起来，本来毕业班
时间就紧张，他们在课堂上还搞小
动作，我的火腾地就起来了，越说
越生气，说到我带他们六年如何地
辛苦，对他们如何地关心等等，还
说等他们长大了遇见老师可能躲
着走，到时真是人走茶凉。说者无
意，听者用心，后来有同学说，老师
您真不该说这些，把有些同学都说

哭了。我知道六年来我对他们的感
情，他们也很在乎我。后来升学考
试完，几个男同学一起送给我一盏
小台灯，很精致，他们很不好意思
地说，“老师希望您每次看到它就
想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当时我
很高兴，后来整理东西时我发现有
一个小纸条，内容是：老师，您是我
们最尊敬的人，您带我们六年，是
和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班主任，您
在我们犯错时，不是严厉的批评，
而是和我们商量，劝导我们，在我
们的人生词典里，永远没有“人走
茶凉”。我内心一震，原来我的话他
们都记得。

老师，让我陪你吧

小崔同学因为从小就住校，缺
少和父母的沟通，学习习惯不好，
听课不专注，经常完不成作业，成

绩一直不理想，但他很聪明，如果
哪一天他状态好了，学东西很快，
写的字也不错，对待他我没有简单
地把他批得一无是处，而是经常放
大他的优点。我在生活上也很关心
他，告诉他该换洗衣服了，明天天
凉多穿点衣服，有时会悄悄问他想
吃什么，我从外面买给他。在我和
同学面前小崔没表现出内心的自
卑，他很羡慕那些学习好的同学，
就这点证明他是可以改变的。

一次周末放假，其他同学都走
了，剩下小崔自己，我还一再催促
他怎么还不走，他走到我面前拿着
一根火腿肠小心翼翼地说，“老师，
我留给你吃的。”

一次晚自习下课，我把东西落
教室了，他说：“老师，让我陪你去
拿吧，因为楼上都关灯了。”他是担
心我害怕，非要陪我，一路还给我

讲笑话。就这样他履行了一次小男
人的义务。

给我的惊喜

我们班同学的集体荣誉感很
强，记得他们上五年级时，学校的
某次演出需要用大礼堂，先要找班
级打扫卫生，容纳2000多人的礼堂
打扫起来的确不容易，主动打扫可
以给班级加量化分，所以我把任务
揽下了，我觉得只要我一鼓动，他
们肯定愿意去干。但这个艰巨的任
务如何去完成呢，我转念一想，何
不让小班长组织一下呢。于是我找
他谈了话，把要求给他说了，他答
应地很痛快，我不动声色在一边看
他怎么组织，心想他如果无法搞定
我就帮他。谁知出乎我的意料，他
找来几个小组长，然后在纸上画了
一张草图，把大礼堂分了不同的六

个区，再加一个舞台，不同的组负
责不同的区。因为全班都去，卫生
工具肯定不够，他就安排给几个人
分别去几班借什么工具，然后让组
长带领组员拿着工具去干活，谁负
责借谁就负责还。我很吃惊，短时
间内能组织这么大个任务，还思路
清晰，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举重
若轻。我庆幸自己没有大包大揽，
学生的潜力无限。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建立
师生间的友谊，是要付出巨大劳
动，花费许多精力的。”如今这些孩
子已经离开我升入了初中，回想起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暖暖
的感动着我，给予我力量！望着眼
前的学生们，阳光洒在他们天真稚
嫩的脸上，如此灿烂，一如我此时
的心情！
（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谢晓丽）

生活指数

聊聊城城首首届届““水水城城文文化化名名家家””开开选选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在选拔范围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者
凌文秀) 据悉，按照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的安排，由市文广新局
启动实施“水城文化名家”评选活
动。

在聊城市从事文艺创作表
演、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
术和文物保护、文化经营管理、文
化科技等方面工作的优秀高层次
人才，包括优秀民间文化人才和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中的优秀文化人才。党政机关公

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在选拔范围。

人选条件要求政治意识强，
思想素质好。更重要的是需要专
业造诣深，业务成就大，在文艺创
作表演、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
化艺术和文物保护、文化经营管
理、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具有本领域公认的代表性作
品及其他有影响的重要成果，获
得市以上重大奖项，在本领域有
较高的权威性，能够切实发挥引

领带动作用，为宣传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此外，需要知识层次高，社会
影响广，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
上文化程度和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身体健康，社会知名度较高，
在全市有较大影响。

水城文化名家选拔工作实行
总量控制，首批选拔不超过15名。
推荐人选界别，由各推荐单位根
据各自实际自定。没有合适人选
的，可不推荐。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 (记者
李璇 ) 8日，记者从聊城市安

监局获悉，全市共有10家烟花爆
竹批发经营企业符合条件，获得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根据规定，经企业申请、安
监部门材料审核和现场安全条
件审查，聊城市共10家烟花爆竹
批发经营企业符合条件，取得聊
城市安监局颁发的《烟花爆竹经

营(批发)许可证》，并将企业名
单予以公布。督促企业认真执行
国家有关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严格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
全管理，坚决防范烟花爆竹事故
发生，确保经营安全。

全市获得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的10家企业分别为，茌平县新
源果品土杂有限公司、高唐县永

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临清鑫祥
烟花爆竹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聊
城市星光烟花爆竹销售中心、阳
谷县景阳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
司、冠县万隆烟花商贸有限公
司、东阿县烟花爆竹经营中心、
聊城市光岳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莘县吉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和
山东聊城利辉化工物资有限公
司。

1100家家企企业业获获烟烟花花爆爆竹竹经经营营许许可可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长新 )

据悉，全市有非公立医院机构56
家，非公立医院机构数和床位占
比分别达到17 . 5%和14 . 3%。

聊城在制定医疗机构设置
规划时，为非公立医疗机构留出
了足够空间，规划到2015年，非
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
均达到总数的20%以上，同时明
确规定，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发展
规模，新增医疗机构和床位主要
由社会资本举办。同时鼓励引导
社会资本开办医疗机构，扩大范

围供给。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凡
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和药
品价格政策，符合新农合定点相
关规定，即引导其提出申请，按
程序将其纳入新农合的定点服
务范围，签订服务协议并执行与
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和管
理政策。

非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后，市
卫生部门及时将其纳入服务和
监管范围，定期组织监督检查，
在人员聘任、执业注册、职称评
定、技术准入及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等方面与公立医院同等对待。

东营客商投资的慈铭医学检验
所、泰安客商投资的永衡康复医
院已投入运营；北京客商投资的
水城脑病医院、淄博客商投资的
医疗集中消毒供应中心项目、东
阿县民营资本投资的3所医院正
在建设；投资6亿元、建筑面积12
万平方米的临清华美医院已开
工；总投资30亿元的鲁西医疗康
复中心，已与中能华茂国际投资
(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明年将投入建设；另外与白求
恩基金管理委员会、天津北门医
院等单位的合作也在洽谈中。

全全市市非非公公立立医医院院机机构构达达5566家家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 (记者
张跃峰 ) 冠县地名委员会最

近对外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集
冠县城区部分道路名称，征集活
动12月10日结束。

此次道路名称征集活动中，
道路名称命名工作应当反映当
地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特征，
名称要有自己本地的特色，尽量
不与其他县市重名；尊重有关部
门的意见和当地群众的意愿，做
到名实相符，含义健康，对历史
悠久、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应予
以保护；一般不以人名、地名、企
业和商标名称命名地名，禁止用

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严
禁用外国人名、地名、企业和商
标名称命名地名等。

据介绍，冠县此次对外共计
名称的道路共计10条，其中东西
走向5条、南北走向5条。东西走
向的道路中，规划暂定名的南环
路，拟命名为南环路、冠丰路、卫
育路；规划暂定名的北环路，拟
命名为北环路、冠兴路、金冠路；
规划暂定名的北二环，拟命名为
北二环路、冠州路、冠通路；规划
暂定名的北三路，拟命名为浙江
路、工业路、创业路；规划暂定名
的北四路，拟命名为江苏路、工

业路、创业路。南北走向的道路
中，规划暂定名的东二环，拟命
名为东二环路、冠升大道、梨园
路；规划暂定名的东环路，拟命
名为东环路、武训大道；规划暂
定名的西环路，拟命名为西环
路、民生路、冠民路；规划暂定名
的A2路，拟命名为兴业路、春晓
路、创业路；规划暂定名的东三
路，拟命名为兴业北路、联企路、
创业北路。根据征集规则，道路
名称可以选用拟命名的名称，也
可以另起他名，另起名称的，作
者要对所命名的含义、来源加以
说明。

冠冠县县对对外外征征集集城城区区道道路路名名称称

空气质量指数

东昌府区政府：390(严重污染)

市委党校：352(严重污染)

鸿顺花园：437(严重污染)

开发区：436(严重污染)

数据来自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
控中心，时间12月8日13时。
温 馨 提 示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10，取消不必要的户外活
动。 (李军)

历史上的今天

1935年12月9日——— 中国北
平的学生发起游行示威，要求
政府抗日，史称“一二·九”运
动。

1941年12月9日——— 中华民
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

1949年12月9日——— 云南、
西康和平解放。

1959年12月9日——— 中国政
府抗议印尼反华排华。

1961年12月9日——— 国际乒
乓球比赛试行“轮换发球法”。

2004年12月9日——— NBA常
规赛，火箭对马刺，麦迪35秒得
13分，人称麦迪时刻。

福 彩

23选5

第2013W335期
中奖号码：01、07、13、16、20。
3D

第2013D335期
中奖号码：0、0、8。
七乐彩
第2013Q143期
基本号码:01、11、16、17、18、24、27。特
别号码：07。

晨练指数：不适宜
气象因素非常不利
于室外锻炼，请尽
量避免户外晨练。

感冒指数：极易发
极易发生感冒，请特
别注意增加衣服保
暖防寒避免感冒。

化妆指数：保湿
皮肤易缺水，用保
湿型霜类化妆品，
使用润唇膏。

运动指数：较不宜
受大风，气压，强紫
外线，过高或过低
的 气 温 等 天 气 影
响，较不宜运动。

日前，聊城市教育局对外公布
了市级第二批艺术教育示范校名
单，共有12所学校入选其中。

据介绍，根据《山东省学校艺
术教育工作规程》精神，按照《聊城
市艺术教育示范校评估标准》的工
作要求，聊城市对各县(市、区)申报
的艺术教育示范校进行了评估。经
学校自评、各县(市、区)教育局复评
以及市评估组现场认定，确定了12
所市级艺术教育示范校。

此次发布的聊城市第二批艺
术教育示范校名单共分为四组，按
每组得分多少排序。其中，第一组
为茌平县振兴小学、茌平县温陈中
学、东阿县第二实验小学、东阿县
第一中学；第二组为阳谷狮子楼街
道办事处中心小学、莘县明天小
学、莘县第一中学、冠县柳林镇武
训希望小学；第三组为东昌府区振
兴路小学、临清市第三中学、聊城
八中、高唐赵寨子中心小学。

(张跃峰)

第二批艺术教育

示范校公布

日前，山东省质监局通报了
2013年第3批日用消费品、工业生
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及建材相关
产品的质量抽查情况，聊城有2批
次产品登上黑榜。其中，日用消费
品、农资产品的合格率较高，超过
90%，建筑材料和工业生产资料的
合格率偏低，防火门等产品的抽检
合格率甚至低于50%。

此次抽检中，聊城有2家产品
不合格企业，均属工业生产资料行
业。分别为，山东阳谷力达电线有
限公司生产的漆包圆绕组线(生产
日期2013-7-8，规格型号QZ-2/
130L-0 . 64)被检出不合格；高唐县
飞龙气体有限公司生产的“飞龙”
牌溶解乙炔(生产日期2013-7)不合
格。 (李璇)

聊城防火门抽检

合格率低于50%

近日，山东省首届“齐鲁书香
之家”名单出炉。全省“齐鲁书香之
家”共评出100家，临清市先锋办事
处孟店村村民韩友庆入选。韩友庆
在村里最大的主干道旁经营着一
家农资门市部，地理位置优越，他
在农资门市部旁边专门腾出一间
约40平方米的屋子，用来做书屋。
书屋里的图书达8千余册，并且类
别齐全。

据了解，省新闻出版局于今年
4月至6月举办了首届“齐鲁书香之
家”推荐活动，共评选出100个“齐
鲁书香之家”，并在此基础上择优
推荐43个家庭参加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举办的首届“全国书香之
家”评选。

(凌文秀 李军)

临清一村民入选

齐鲁书香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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