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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更好传承泰山文化，代表、委员建议———

泰泰山山文文化化编编书书送送进进城城乡乡课课堂堂

泰山皮影进校园
孩子们很喜欢

泰山皮影在泰山传唱，有
悠久历史，作为列入第一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泰山
皮影戏，是泰山文化典型代表。

泰安师范附属学校引进泰
山皮影校本课程，今年是第八
个年头。每次学期初选课时，范
维国老师的课总是爆满。这些
年来，泰山皮影的课程有了更
多样的发展，配合语文课的内
容，《东郭先生和狼》等剧目让
孩子们更了解泰山皮影文化。

八年过去，范维国依然在
一所学校教学而没有走入更多
的学校。范维国说，“他也想走
入更多的学校去开设课程，但
因为缺乏经费，没法去培养更
多有教师资格证的徒弟，让泰
山皮影走入每所学校还存在困
难，也希望能有人更多的关注

泰山皮影，在专职教师的培养
上确实比较薄弱。”

泰山文化进小学
没有统一书籍

记者了解到，在泰安学校课
程中，还没有统一开设有关泰山
文化的内容，都是各学校老师自
发研究校本课程给学生上。

在城区的泰安市实验学校、
泰安师范附属学校、泰安市第一
实验学校、仓库路学校等城区学
校中，都在开设有关泰山文化方
面的课程，但在乡镇农村学校，
教这方面课程还并不多。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李副
校长说，学校关于泰山文化的
课程叫《领着娃娃读泰山》，是
学校多位老师一起主编的，主
要给三四年级小学生上，让孩
子了解家乡文化，泰山文化是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用针对小
学生的通俗语言教授，孩子们

更易于接受。
在泰安市实验学校，开设

校本课很多年了，自从组织家
长义教活动后，学生有关泰山
文化方面的课程更丰富了。仓
库路学校副校长林俊松说，学
校有关于泰山文化、泰山诗词
方面的课程，还开设泰山名人
故事校本课。“现在已经上了两
年多了，全校学生每周都会有
一首泰山诗词背诵。”

而在泰安市的乡村小学，
极少有学校开设此类课程。在
省庄镇一所乡村小学，一位校
长坦诚地说，他知道泰山文化
应该普及，也应该教给孩子，但
现在农村教师资源紧张，除了
研发有关学校校训主题的课
程，还没有研究出专门的泰山
文化课程教给孩子们。“正打算
与有关泰山文化的博物馆联
系，弥补学生这方面知识的空
缺。”

本报泰安2月4日讯 (记者 王
世腾 ) 4日，不少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或通过微信、微博、网站等反映
对两会的期待和问题，其中不少市
民通过“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微信
公众号反映问题，其中包括奥林匹
克花园北临空地可建大型商场、惠
普家园西区通暖气、泰安应组团发
展等问题。

◆市民刘先生通过本报微信
公共号反映，望山宾馆后面交通运
输学校门口到御碑楼社区办公楼
之间的路面破损严重，建议及时修
理。

◆市民王先生来电反映，泰安
市颐博医院是泰安市唯一给智障
儿童免费医疗的医院，该医院位于
北集坡办事处南夏村道路狭窄，交
通不便，公交车都不通，要是步行
20分钟才能到达，建议开通公交。

◆网友“大山”通过本报微博
问，泰安南高新区奥林匹克花园北
临空地作何使用？建议建设大型商
场，或者建个小学或幼儿园。

◆市民刘女士来电反映，惠普
家园西区居民入住五年，暖气一直
未通。

◆市民孙女士说，佛光路坑坑
洼洼、沟沟坎坎多，十九中到学府
嘉园段破损严重。

本报将对读者和网友提出的
问题分类整理 ,并带着这些问题采
访有关部门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

参与方式 :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6982110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登
录齐鲁晚报网 ( ta ian .q lwb.com.cn)

写出您的问题；如果您是微博控 ,

可以新浪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另外 ,您也可以添加齐鲁晚报
今日泰山微信公众号 (q lwbjrts )参
与。

本报泰安2月4日讯(记者
王世腾) 4日，记者采访6位

“侨外顾问”，他们均列席今年
两会，关注泰安环境建设保
护，提出要全民参与，全民动
员环境保护教育、活动，并科
学规划泰安城市建设，将泰安
建成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香港高迪亚洲投资有限
公司总裁、山东信海环保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梁 世 南
说，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他看到泰安市对蓝天工
程的高度重视。“蓝天工程的
实施，不单要政府提倡，更要
全民参与。”

香港山东商会理事、副秘
书长王振明介绍，今年是他第
二次来泰安列席“两会”，每年
登山节，香港山东商会也都会

来泰安，为家乡建设招商引
资。“目前国内城乡发展不协
调、城乡规划不合理的现象比
较严重，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王振明说，城镇化建设一定要
经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注意历
史文物的传承与保护。

泰安皇冠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泰安市台湾同胞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赖品任说，2014

年，泰安市政建设交出亮眼的
成绩，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她认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
全民参与，各行业、学校执行

“你丢我捡”活动，以此提高市
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加
强对环境保护的幼教教育。作
为政府要做好对垃圾的分类，
将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

收伪基站短信
被盗刷6千元

不少市民都收到过垃圾短
信，个人姓名、年龄、家庭住址、
手机号码、经济活动等信息都
可能被泄露，成为随意买卖的

“商品”，甚至被一部分犯罪嫌
疑人用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曾多次报道因收到垃
圾短信被骗，财产受到侵害的
案例。去年12月，泰城辛女士收
到一条“10086”发来的短信，说
积分可换136元现金，并提供一
个网址。她点开后，手机自动安
装一个应用，很快两张和手机
号绑定的银行卡被盗刷近6千

元。移动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从
未曾让客户用积分兑换现金，
而辛女士收到的短信很可能是
由伪基站发送的信息。

也有市民曾收到短信或电
话，称有一笔社保补贴金未领
取，需要拨打一个400开头的全
国电话，领取社保补贴。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在官网发
布公告，表示这是诈骗，社保部
门没这项业务，市民不要上当。

“常收到垃圾短信，说我被
电视台抽中了大奖，或者提供
资金周转，还附带电话号码。”
市民曹先生表示，自己和周围
朋友常收到类似信息，有些信
息更是难以辨别。

个人信息、隐私频繁泄露，政协委员建议———

侵侵害害个个人人信信息息高高额额罚罚款款
并并在在征征信信档档案案记记污污点点

六六位位侨侨外外顾顾问问建建言言泰泰安安发发展展
大多关注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

针对加强个人信息、隐
私的保护，政协委员泰安一
中虎山路校区团委书记李慧
建议，要明确责任主体，增大
违法成本。对侵害公民个人
信息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处以高额罚款，并记入征信
档案，据此依法对其贷款、投
资经营、购房等行为进行限
制。企业多次违法的，处以暂
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处
罚；个人多次违法的，可将此
作为刑事罪名中“情节严重”
标准；行政或事业单位违法
的，依法对单位和直接责任
人员进行处罚和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慧认为，强化宣传、提

高全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至关重要，市民个人要提高
防范意识，合理正当使用个
人信息。“如果有关机构包括
商家、银行等，超出所办理业
务需要，过度收集大量非必
要或完全无关的个人以及配
偶资料乃至联系人的资料信
息时，可以拒绝或隐瞒。在互
联网上也要慎用个人信息。”

积极推进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进程，整合现有分散、零
碎的保护规范，统一规制个
人信息收集、保存和利用行
为。相关单位要加强监管自
制，制定行业内部严格的个
人信息保护行业自律条款或
保密管理规定。

委员建议

违法者处高额罚款

记入征信档案

近年，个人信息、隐私泄露事件频频发生，最常见的是市
民常接到一些骚扰或匿名信息、电话等。市政协委员、泰安一
中虎山路校区团委书记李慧提出《关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防止财产和名誉受损的几点建议》，对侵害公民个人
信息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处以高额罚款，并记入征信档案。

本报记者 薛瑞

泰山文化博大精深，怎
么才能让更多泰安的孩子
传承泰山文化，代表和委员
提出看法。市政协委员、泰
山中学副校长吕忠堂提出

《大力推进“泰山文化进学
校进课堂”》的建议，让更多
学校开设特色课程。市人大
代表、东平县高级中学教师
李曙光表示，可以找些专家
为学生编写一本书，作为教
材在各县市区学校中推行。

本报记者 白雪 皮影戏进课堂。（资料片）
惠普家园西区

啥时能供暖

在两会上，市政协委
员、泰山中学副校长吕忠堂
提出《关于加快我市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步伐的建议》，
吕忠堂说，泰安应大力推进

“泰山文化进学校进课堂”，
泰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
影，“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
承弘扬泰山文化，这是教育
史必不可少的载体，只有把
泰山文化深深引进孩子们
的心灵，才能生生不息，传
之久远。”

泰安市人大代表、东平
县高级中学教师李曙光说，
泰山文化博大精深，要是想
真正地传承泰山文化，恐怕
还是得教育部门和文化部
门来一起推行，把泰山文化
课程作为一门中小学必修
课来学习。

“可以找一些史学、地
理、文化方面的专家，专门
为泰安的学生编写一本书
籍，作为教材在泰安各县市
区学校中推行。如果单纯个
别学校自己去做这件事，老
师们的时间有限教学任务
重，恐怕很难大规模地普及
这门课程。”

代表委员建议

编写统一书籍

城乡开特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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