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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亲亲节节，，送送咱咱妈妈一一盆盆康康乃乃馨馨吧吧！！
本报联合祥生中央华府“万盆康乃馨免费送”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杨
擎） 母亲节即将到来，本报联
合祥生中央华府启动为济阳县
各位母亲免费赠送万盆康乃馨
活动。同时，还为母亲们准备了
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各位母亲过
一个有意义的母亲节。

母亲节，市民会选择送母
亲康乃馨来表达平常羞于启
齿的“感谢”之情。今年母亲

节，为让济阳县的母亲们过一
个有意义的母亲节，本报联合
祥生中央华府举办“免费送康
乃馨”活动。

此次活动由祥生中央华府
独家全程赞助，共为母亲们准备
了万余盆康乃馨，同时还为母亲
们准备了多种精彩活动。母亲们
到访中央华府售楼处了解项目
信息后，还可以到五一刚刚开放

的10000平方米中央花园参观，
中央花园里有书法家现场写字
并免费赠予母亲。

参观完花园后，母亲们还
可以免费参观济阳首个大型
3D魔幻艺术展。“3D魔幻艺术
展的每一幅画都不是完整的，
缺少的那一部分，需要母亲们
发 挥 自 己 的 想 象 力 ，摆 各 种
POSE与之进行互动，最后在

自己的相机中汇聚成一张张
完整而有趣的画作，极具互动
性与趣味性。”祥生中央华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时间为5月7日—5
月10日，只要母亲们到访祥生中
央华府售楼处，即可凭有效证件
领取康乃馨一盆！每个家庭仅限
领取一份，送完为止，大家不要
错过哦！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王明国 高吉友)

近日，记者从济阳县职业中专了
解到，48岁的支教老师赵宝英在
体检中发现患有甲状腺结节，在
医生五遍催促下才到医院治疗，
而住院一周后又返回学校继续
任教，不少教师、学生对其竖起
大拇指。

4日15时许，记者来到济阳县
职业中专见到了48岁的赵宝英，
在谈话中仍然感觉到其体力不
支，说话有气无力。“清明节前，我

们学校对老师进行体检，当时赵
老师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结节，且
必须在几天内做手术。”济阳县职
业中专董校长称。

“可我总感觉没什么大碍，
不用做手术。”赵宝英说，随后几
天内医生连续打了五遍电话催
促，无奈之下他与医生商量能否
延迟到高考结束再进行手术。

“相对于我的病情，孩子的高考
成绩更重要。”

考虑到赵宝英的病情，医生
没有答应其要求，清明节过后赵

宝英便到医院进行手术。“当我
去医院看赵老师时，她却将一周
的学案交给了我，上面清清楚楚
写有每天所要讲授的内容。”同
事马老师说。

一周过后，校领导正在商
议赵宝英所带毕业班教课内
容时，赵宝英却来到了班级门
口。“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实在
没想到赵老师能这么快就来
上课，看着身体还非常虚弱。”
马老师说。

“那节课上课前，班主任到

班内告诉大家赵老师来上课时，
我们能明显看出他眼眶湿润。”
文科2班学生鞠爽称，随后赵老
师拖着沉重的身子出现，又像
往常一样给大家讲课，那时班
内十分寂静，根本没有学生捣
乱现象。

据介绍，尽管手术已过半月
时间，赵宝英仍然体力不支，劳
累时喝口水再继续为学生讲课。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被赵老
师这种精神感染了，学生们比以
前学习更加认真了。”董校长称。

医医生生催催促促五五遍遍，，才才到到医医院院治治疗疗
支教老师赵宝英手术一周后返回学校上课感动师生

本报记者 杨擎

乡镇最低服务年限5年

技校生可报9个管理岗

根据济南市发布的考试录
用公务员职位一览表(以下简称

“职位表”)，涉及济阳县的职位
有20个(含参公管理岗位)，计划
招录35人。

记者观察职位表发现，今年
的20个职位中，两个职位属参照
公务员考试录用岗位。“也就是
说原本属于事业岗位，现参照公
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进行招录。”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两个岗
位来自济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大队，分别为行政执法岗位和
综合管理岗位。同时，剩余的18
个职位中，9个岗位学历要求为
大学本科及以上，9个岗位学历
要求大学专科及以上，均为乡镇
机关。

“今年乡镇机关均要求报考
者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且须与
用人单位签订服务期协议。”该
负责人说，去年各乡镇要求报考
者工作满两年，且都为优秀，即
可报考上级职位，今年服务期限
不满5年，不得报考上级职位。

据了解，今年的公务员招考
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
是：9个最低学历要求为大学专
科的岗位全部接受技校生报考。

“山东省开设高级技工、
技师班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
师学院有74所，去年只允许部
分技校生参加考试。”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说，今年的录用公
告中明确指出：“具有山东常
住户口的山东省高级技工学
校 (技师学院 )高级班毕业生
可报考乡镇机关(不含街道办
事处 )，不限专业。”这对技校
生来说是个极大的机会。

此外，此次考试对地处偏远
的乡镇机关公务员录用上放松
了条件。“公告上显示，对于地处
偏远报考人数达不到规定开考
比例的乡镇机关(不含街道办事
处)职位，经省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批准，可适当降低开考比例。”
该负责人表示。

网上报名已开始

本月30日笔试

据了解，本次公务员考试仍
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
时间为2015年5月5日9:00至5月
8日16:00；查询时间为2015年5
月6日9:00至5月9日16:00；缴费
时间为2015年5月6日9:00-5月
10日16:00。笔试时间为2015年5
月30日。上午9∶00至11∶00为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14∶00至17∶00
为申论(A类、B类、C类)。

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考生
也抱有不同的心理。“在去年的
公务员考试中，我离面试仅0 . 4
分之遥。”考生张女士说，今年报
考的岗位是济北街道办事处文
字工作职位，为此已准备了一
年，力争今年考上。

“我原本想报考城区内的职
位，但今年城区内专业的职位要
求都不涉及我大学的专业。”考
生杨女士说，她大学的专业是
广播电视编导，往年均有职位
涉及该专业，今年却只能报考

不限专业的职位，她正在犹豫
报哪个乡镇。

已有500余人报考

有近百人报考一岗位

“毕业后我一直在工作，并
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做题，参加本
次考试多少有‘打酱油’的成
分。”考生刘先生说，他报考了济
阳县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综合管理的职位，在接下来的20
余天将尽可能抽时间做题、学
习。

据济南市人事考试信息网
数据显示：截至7日17时，已有
500余名考生参与报名，其中回
河镇机关综合管理职位报名人
数已达近百人。回河、崔寨、孙耿
三个乡镇的报考人数相比其他
乡镇多近一倍。济阳县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大队行政执法职位报
名人数不足10人。

公公务务员员网网上上报报名名持持续续至至88日日
涉及济阳职位20个，计划招录35人，已报考500余人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张端星 ) 4月
3 0日，山东省济北中学举办
了首届远足德育社会实践活
动，高一年级近 2 0 0 0名学生
参加。据悉，本次活动由学校
出发至崔寨大柳店河务段再
返回，总路程达30公里，历时
8小时。

4月 3 0日上午 6时许，济
北中学高一学生早已吃饱饭
等待远足活动的开始。高一
年级近2000名学生均头戴蓝
色遮阳帽，身穿校服，胸前别
有本次远足活动的徽章，后
背 背 着 装 满 各 种 零 食 的 书
包。

6时30分许，首届远足德
育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开
始，近 2 0 0 0名学生集体宣誓
完毕后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音
乐开始了本次远足，每个班
还携带印有本班级特色口号
的横幅，学生们个个脸上洋
溢着笑容。

据悉，本次远足由学校
出发至崔寨大柳店河务段再
返回，总路程达30公里，历时
8小时。远足途中，不少班级
学生唱起歌曲，像《小苹果》、

《黄河大合唱》、《十年》、《同
桌的你》等等，均让学生忘记
了远足的疲劳。

“和同学们一起远足，真
的是终生难忘。”高一 5班学
生小李说，路上和同学说说
笑笑，累了大家相互鼓励继
续前行，同时还能呼吸新鲜
的空气，慢慢欣赏大堤的风
景，中午大家一起吃饭，相当
有意境！

据山东省济北中学相关
负责人称，本次活动目的是
让学生走出校门，感受春天
的美丽，从而认识自然、保护
自然，并通过本次活动增强
班级凝聚力和战斗力，磨练
个人的意志品质，增强顽强
拼搏的精神。

近2000名学生

徒步30公里

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
试网上报名正在进行中。今
年，济南市面向社会计划录
取359人，涉及济阳县的职
位有2 0个 (含参公管理岗
位 )，计划招录35人。其中，
公务员岗位职位18个，参公
管理职位2个。相比往年不
同的是：9个不限专业的管
理岗位全部接受技校生报
考，且均有“最低服务年限
为5年”的要求。

姜集小学

强化午休纪律
确保学生安全

为加强午休管理，保证孩
子们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有充
沛的精力投入学习，杜绝安全
事故的发生，姜集小学采取安
排专人进行午休期间的执勤任
务、明确学生午休地点、对学生
进行集中教育等举措，全力确
保学生午休期间的安全。

(李兴超)

垛石镇中学

设“校长意见箱”
加强家校联系

为广泛收集学校师生对
于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
看法，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
水平，垛石镇中学积极设立

“校长意见箱”。现在家长的
一些想法也会通过校长意见
箱反映到学校来，加强了家
校联系，很好地促进了学校
的发展，校长指出一定要将
这件得民心的事越办越好。

(慈继国 姚振)

校园资讯

截至5月6日17时，济阳县公务员考试报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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