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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翠小学的王骁君老师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家长赞誉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我要为国翠小学一年级
一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
骁君点赞。”市民刘女士致电
本报说，虽然只有两个多月的
接触，但王骁君老师严瑾的教
学态度，灵活的教学方法，还
有对学生的耐心呵护，让全体
家长和孩子对她有着说不出
的感激。

“我的女儿肖奕婕和肖奕
韵都在王老师的班上，我感觉
王老师这个人非常耐心仔细
和认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班上孩子定做校服，王老师能
够让每个孩子都试穿，然后记
好尺寸发到我们的家长群里，
给 家 长 省 了 不 少 时 间 和 精
力。”刘女士说，王老师对每一
个孩子都很上心，不让一个人
掉队，经常把学生在学校的情
况在家长群里跟家长们分享，

“我们感觉特别放心，她就是
我们家长心中有思想、讲服
务、善合作的阳光导师。”

“王老师对工作特别认
真，节假日举办班级活动，她

都亲力亲为，即使自己的亲人
住院了，她仍然坚持到活动一
线，让班级特别有凝聚力。”刘
女士说。

对 于 家 长 的 赞 扬 ，自
1997年便一直从事小学教育
的王骁君告诉记者，她只是
做了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事。

“做老师就是一个良心活。”
王骁君告诉记者，做老师就
要有爱心，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

“我们学校所有的老师都
一直秉承着冰心先生的‘有了
爱就有了一切’的教育理念，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站在
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孩子的情
感世界。”王骁君说，孩子是父
母的影子，学生就是老师的影
子，在学校老师身先士卒，以
身示范，学生就能早早形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对自己要求多
一点，对学生抱怨少一点，班
主任工作就好做一点。

为了让班上每个孩子都有
自信心，王骁君所教的班级没
有固定的班长，而是设立“值日
班长”，只要表现好，有进步，每
个学生都有机会当班长。

“孩子在王老师班上，各个
方面都发展得挺好，班上还成
立了家委会，我们定期组织班
级活动，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
锻炼机会。”刘女士说，这一切
都是王老师的功劳，家长们都
觉得她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瓷瓷砖砖贴贴面面技技术术好好
烟烟台台学学生生勇勇夺夺冠冠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李楠楠) 8日，记者从烟台城
乡建设学校获悉，该校学生臧
国才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
瓷砖贴面项目五进二阶段选
拔赛中获得第一名。

据悉，由中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中国建筑业协会
建筑企业经营和劳务管理分
会联合主办的第43届世界技
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五进二

阶段选拔考核于12月3日至5

日在中国集训基地实训车间
(烟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职
业技术学校和企业的5名瓷砖
贴面高手展开了激烈角逐，最
终，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的学生
臧国才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成功晋级下一轮二进一的集
训，等待最终决赛。

据介绍，第43届世界技能
大赛将于2015年8月初在巴西
圣保罗举行。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钟建军 ) 8日，记者从烟台
汽车总站获悉，为方便旅客
出行，9 日起，该站开启 1 秒
取票、5秒订票、1 0分钟乘车
等便民服务。

据介绍，在网上购票的
旅 客 ，在 总 站 自 助 售 票 机
上，刷身份证取票可实现 1

秒钟取票，方便快捷。此外，

市 民 还 可 以 在 微 信 购 票 公
众平台“烟台交运”上购买
车票。

“打电话，最快5秒钟就
能订上票。”车站工作人员
介绍，通过硬件设施的升级
及话务员规范、熟练的话术
技能，市民拨打汽车总站服
务热线，5 秒钟就能实现电
话订票。

针对 1 0分钟乘车服务，
是 指 威 海 、文 登 、荣 成 、招
远、龙口、蓬莱、莱阳、海阳
等流水线路，进站、购票、检
票上车时间不超过10分钟。

另外，汽车总站还提供接
驳服务。总站开通家站直通
车、校站直通车、厂站直通车(5

人以上含5人，从家、学校、单
位到总站乘车，总站为您提供

免费上门接站服务 )。市民可
拨打0535-6666555预约，注意
要说清楚具体地址、出发时间
等信息。

“我们还为老人和孩子
提供爱心护送服务。”工作
人员称，市民只需到总服务
台申报爱心护送服务，汽车
总站将全程爱心护送孩子、
老人安全抵达目的地。

““不不用用不不好好意意思思，，我我们们很很欢欢迎迎””
烧肉店、快餐店也想加入“环卫工歇脚点”，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
静) “座椅，热水，暖气都有，
让他们来就行。”8日，不少爱心
商家纷纷打来电话，也想要加
入本报组织的“环卫工歇脚点”
队伍，给环卫工送上一份温暖，
希望环卫工不要不好意思，放

心进门歇脚。
“我也想加入歇脚点，我这

屋很暖和。”8日，常年在四眼桥
农贸市场做烧肉生意的吕老板
拨打本报热线，他告诉记者，平
时他的店面周围有很多环卫
工，年龄多在五六十岁，“这么
大年纪赶上下雨下雪天干活一
定受不了，真不容易。”

吕老板说，环卫工可以在
四眼桥农贸市场找“老友烧
肉”，那就是他的店，“一些药
店、饭店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进
门，到我这就不用不好意思了，
我这地方大，座位多，有热水，

他们歇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生意，互不耽误，所以他们不用
担心，尽管进来就行。”

与吕老板想法一样，莱山
区迎春大街芳华园附近的尚
客优品快餐店经理姜明也致
电本报称，欢迎环卫工进门歇
脚。姜明告诉记者，他们的店
面临靠街边，每天早上6点就
开始营业，因为开的是快餐
店，店内座椅、热水、暖气都
有，“我们还可以给他们提供
一些热粥，喝了身子会暖和
些。”

“不用不好意思，我们很

欢迎。”姜明说，店内的工作人
员都十分欢迎环卫工人进门
休息，“他们要是不好意思进
来，我们也可以给他们送去，
或者领他们进来。”姜明说，愿
意长期参加歇脚点活动，希望
可以为环卫工做点事。

目前，本报“环卫工歇脚
点”已有600多处。只要看到挂
有“环卫工歇脚点”的牌子，或
者看见体彩中心的门店和燕
喜堂药店，环卫工人都可以进
门歇脚。如果您也想为环卫工
们送上一份温暖，想加入我
们，请联系15275567096。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近期，埃及出台新措施，要求
自2015年1月1日起，进口产品必须
符合埃及标准，不符合埃及标准的
产品将禁止入境甚至被退运，没有
注明埃及标准号的检验证书将不
能通关。

为维护我国对埃及出口企业
的合法权益，检验检疫部门提醒相
关生产企业、贸易商及行业协会，
重视埃及进口产品清关新要求，对
于已装船发运货物联系物流企业
简化发运手续加快货运速度。

相关企业要争取赶在2015年1

月1日前完成清关工作，对于未发
或待发货物要千方百计搜集所经
营出口产品的埃及标准，配合检验
检疫工作，避免出现滞港和退运等
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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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汽车车总总站站今今起起开开启启多多项项便便民民服服务务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推荐您
身边的好老师，讲述他们在平凡
岗位上不平凡的故事。只要是老
师，不论年龄，不论学校，不论科
目，都可以推荐。

本报开通4种推荐方式:1 .拨
打 电 话 或 发 送 短 信 至
15063815716；2 .发送消息至QQ:
245046737；3 .通过新浪、腾讯微
博@今日烟台留言；4 .发送微信
至今日烟台(微信号:jinriyantai)。
推荐时请注明被推荐老师的姓
名、学校、班级、所教科目以及简
短的推荐理由。

好老师由您来推荐

王骁君老师在课堂上解答学生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臧国才和他的作品。 学校供图

寻找身边好老师

给环卫工送温暖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静)

近几天，市区不少超市、水果店
的水果展位上多了新鲜草莓。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抢先上市
的草莓价格比较高，每斤售价三
四十元，而不少草莓大棚种植户
称，目前上市的草莓还是比较少
的，本地草莓集中上市要等元旦
前后。

“现在有草莓了？多少钱一
斤？”8日，在芝罘区金沟寨小区一
家水果店，一盒刚上市的新鲜草
莓吸引了市民郭先生。“30块钱一
斤。”听到水果店老板的回复后，
张先生买了一斤。旁边正在挑选
水果的一位大姨惊讶道，“ 3 0块
钱，这也太贵了吧！”

随后记者在振华商厦超市看
到，新鲜草莓标价48元一斤。采访
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般一斤
能称十四五颗，“也就是说，一颗
草莓要3块多钱。”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的价格与去年同期相
比变化不大，但刚上市的草莓量
比较少，价格不稳定，波动比较
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抢
先上市的草莓每斤售价三四十
元。有商贩称草莓是本地的，也有
商贩称卖的是威海、青岛等地的
草莓。

“目前烟台大部分大棚草莓
还没有成熟，一般都要等到元旦
前后。”福山区门楼水库附近一草
莓种植户告诉记者，烟台区域龙
口、莱阳等地的大棚草莓成熟较
早。

龙口市兰高镇前霍家村的草
莓种植户老王告诉记者，他们的
大棚草莓至少还要等半个月左右
才能成熟。

埃及出台清关新措

出口企业需注意

少量草莓抢先上市

3块多钱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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