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D03身边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编辑：崔如坤 美编：尹婷 组版：皇甫海丽今 日 郓 城 <<<<

郓郓城城中中小小学学生生提提前前领领到到新新课课本本
郓城县新华书店坚持为教育教学服务理念，提前分发中小学教材

本报2月3日讯(通讯员
罗述清) 近日，郓城县新华
书店尽心尽力做好中小学春
季教材发行工作，将原本下
学期开学前发放的课本，提
前到本秋季学期结束前发到
学生手中，并保证在校中小
学生按学籍数做到：人手一
册，一本不错。

由于今年秋季学期时间
长，被老师和学生称为18年
来“最长”的秋季，学校的教
学任务提前完成，学生们急
需2015年春季教材，从1月25
日起，郓城县新华书店的工

作人员，开始发放下学期即
春季的教学课本，全县中小
学生将在春节放假前陆续领
到新教材。

据了解，郓城县新华书
店担负着全县1 0万余名中
小学生课本的订购发放任
务，每年为全县的中小学配
送 近 2 0 0 万册左右的教科
书。书店始终坚持为教育教
学服务理念，为及时把新课
本发放到师生手中，工作人
员牺牲休息时间，把几十万
册课本分类整理好，并送书
到校。

1月31日，记者在发书现
场看到，每个工作人员都忙
得一身汗水，各类课本出仓
有条不紊，车辆运输方便快
捷。郓城县新华书店副经理
宋守岭介绍：“为了让学校的
学生人手一册，一本不错，书
店实行‘验书、配书、送书’一
条龙服务，仔细核对，认真分
发。新华书店有着一批专业
好、素质高、经验丰富的发行
人员，保证了每次发行工作
都出色地完成任务，确保各
中小学生在第一时间领取到
新书。”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 杨双
媛 ) 郓城县李集乡成立互助幸
福院，让老年人有所依，让中老
年妇女有所乐，让中青年有所
学。据了解，菏泽市选派“第一书
记”郓城县李集乡工作组通过整
合资源，目前已在郓城首批建成
了3所互助幸福院。

1月29日上午，记者在郓城县
严集村互助幸福院里看到 ,广场
内正有秧歌队在扭秧歌；一楼休
息室几位老人正聚在一起下棋，
有说有笑，其乐融融；而二楼书
屋内有几位村民在查阅养殖资
料。

据了解，随着年轻人的外
出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
成为空巢和留守老人，独自生
活在家。针对这一现状，菏泽市
选派“第一书记”郓城县李集乡
工作组 ,因地制宜打造农村社会
养老新平台，在严集村、刘集
村、胡广屯村建立了3所互助幸
福院。

“我们主要是面对三类人
群，中年妇女、中青年和空巢老
人。”市选派“第一书记”郓城县
李 集 乡 工 作 组 组 长 葛 广 亮 介
绍，健身广场主要是为村里的
中 老 年 妇 女 提 供 休 闲 娱 乐 场
所；文化书屋面对的则是中青
年，里面主要是农村实用书，涉
及养殖、种植等多个方面；还有
专门面对空巢老人的老年休闲
区。

值得一提的是老年休闲区
棋牌室、休息室、餐厅、厨房等一
应俱全。“很多空巢老人，因独自
在家，生活非常不正常，有时候
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们就专门成
立了餐厅和厨房，老人可以来这
里一起做饭，一起吃饭。”葛广亮
介绍。

有了幸福院
幸福生活多
郓城县李集乡成立互助幸福院

文文化化治治村村 治治出出美美丽丽幸幸福福村村
省派“第一书记”硬件软件一起抓，郓城县黄集乡郭庄村实现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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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呼，应勿缓，父
母命，行勿懒……”循着
稚嫩的童声，1月29日，记
者来到郓城县黄集乡郭
庄幼儿园，这是一座青
砖、红瓦、黄墙的院落，幼
儿园西面是郭庄村文化
广场，后面是郭庄村文化
大院。而三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废弃的荒地。如
今，村内主要街道全部铺
上了水泥路，道路两侧进
行了绿化、美化，村内两
名保洁员每天坚守在保
洁岗位上，让村子变得更
洁净美丽。

黄集乡郭庄村位于乡政府
西两公里处，由郭庄和官庄两
个自然村组成。共271户，1067
口人，耕地1385亩。

“2012年4月以来，三任
省文化厅‘第一书记’为俺村
总投资近500万元，赠送电脑6
台，液晶电视3台，电子阅览设
备1套，健身器材2套，办公桌
椅80张，拉杆音响5台，变压器
2台，棉服120套，棉被100床，
为两个自然村安装路灯30盏，
监控设备15套……这些资金
和设施的投入，彻底改变了俺

村‘穷、乱、差’的历史。”郭庄
村会计、妇女主任王爱霞开门
见山地说。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
土”，郭庄村的道路原来是出了
名的难走。而如今，郭庄村的变
化有目共睹：6500米水泥路贯
穿全村，连村路和村内胡同全
部整修完毕，改变了祖祖辈辈
出门难的问题；新铺设6266米
自来水管道，家家户户用上了
深井自来水；电力线路改造
3160米，打机井20眼，新上变压
器2台，全村所有耕地全部变成

旱涝保收田；村里信息和广播
电视网络健全，村里电脑普及
率达到40%，成为村民与外界
信息交流的主要平台。

郭庄幼儿园让近百名孩子
从危房搬进了明亮的教室；村
两委办公大院内，200多平方米
的村委办公室，让党员有了固
定的学习场所；村图书室内，近
2000册图书满足了村民的文化
需求；新建的2处文化健身广
场，让村民有了健身、娱乐、休
闲场所；改建整修的村卫生室，
共100多平方米，村民有了小病

不用再出村了。
2014年，郭庄村还建起了

妇女手工加工场，村年集体收
入由原来“空壳”跃升为4万多
元，贫困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
比例达5%以下，人均纯收入达
到9053元……

正在全面施工的郓城县铂
爵牧云农场原是郭庄废弃窑
场，经过科学规划，可建成180
亩水面，复垦50多亩良田的高
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成后，
将以郭庄村为基点，带动周边
村经济发展，走上致富路。

村容村貌大变样 “第一书记”改变了村子历史

三年来，省文化厅选派到
郭庄村参加帮包工作的三位

“第一书记”，推行文化治村，相
继成立了秧歌队、庄户剧团和
腰鼓队，如今村民生产生活环
境和幸福指数达到前所未有的
好水平。

“背诵弟子规、学写毛笔字
和开展孝心园地活动”是郭庄
村幼儿园的三部曲，也是郭庄
村乡村儒学讲堂的第二个课
堂。讲堂每两周开课一次。为进
一步办好郭庄村乡村儒学课
堂，“第一书记”刘玉国还结合
郭庄村特点，撰写郭庄村民家
训，印制310份，为郭庄村每家

每户送发家训。
2014年9月25日，郭庄村

乡村儒学讲堂揭牌。讲堂根
据村里实际情况，设计了三
个“课堂”加一个“图书室”的
模式——— 第一“课堂”是成年
人教育，第二“课堂”是少儿
教育，第三“课堂”为村民每
个家庭；一个“图书室”即在
原有村图书室的基础上，新
购进历史经典书籍充实为讲
堂图书室。

第三“课堂”的内容主要是
“三个一”进家门，即把一幅孔
子像、一桢家训、一本弟子规教
材分发到每家每户。“乡村儒学

讲堂实现家家有良好的家训传
承，引导村民培养健康向上、团
结和睦、传递正能量、体现时代
风尚的优秀家风。”刘玉国介绍
说。

通过乡村儒学的学习，郭
庄村风民风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孝敬老人、邻里互帮成为
一种新时尚。1月7日，村民自
发组织起来，开展为残疾人送
温暖活动。为村里残疾人王希
明、吕绪稳、仝起武、范道文和
高爱英家送去了棉服被褥，还
为双腿截肢的残疾人王希明
专门定制了适合他的床和轮
椅。

为更好地提起村民的“精
气神”，郭庄村每年都评选“好
党员、好村民、好媳妇、好孩子、
优秀致富能手”，为全村16名党
员挂上了“党员之家”的红色牌
子。村民肖玉荣因12年替公公
还债17万元，入选山东省诚实
守信“山东好人”。

如今，郭庄村风民风正派，
生态环境良好，村民生产、生活
环境和幸福指数达到有史以来
最好水平。脱胎换骨后的郭庄
村民，表现出来的强劲内生动
力，正成为郭庄村发展变革的
重要因子，这正是郭庄村继续
前行的希望所在。

文化治村成特色 开办菏泽首个乡村儒学讲堂

1月29日，郭庄村举办迎新春广场文化活动。

本报2月3日讯 (通讯员 魏
忠友 ) 2日，郓城县杨庄集镇马
庄村锣鼓铿锵、喜气洋洋，一年一
度的乡村道德模范表彰会召开。
上至82岁的婆婆、下到30多岁的
小媳妇，以及五好家庭、优秀党员
共计60人获得表彰。

据悉，这已是马庄村第十年
连续举行乡村道德模范表彰会，
已成为村民盼望的重要节日、好
婆婆带好了好家庭、好家庭促进
了好村风。近年来，杨庄集镇为弘
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全面推进乡
村文明建设，在省审计厅驻村“第
一书记”帮助下，积极组织开展

“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表彰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思想觉悟，
大家你追我赶，争当好婆婆、好媳
妇，家庭和睦、讲文明树新风的良
好风气蔚然成风，助推了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小村连办
十年“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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