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邹倩) 临近中秋，淄博市
食药监部门开展针对月饼、糕点等
的专项检查工作。此次主要对辖区
连锁超市、食品店、大集等进行检
查，严查许可证、进货单据等，防范

“三无”、过期变质和不合格食品流
入市场，依法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对
不合格食品及时督促业户下架处
理。

食药监工作人员建议广大消费
者：购买月饼时，一要看资质，应选
择有合法经营许可证的厂家或商店
购买；二看标签标示，注意包装标示
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是否清
晰齐全；三看月饼外观，购买时注意
包装是否完整。四留购物凭证，便于
日后维权。

月饼质量不合格

将被依法下架

今天是教师节，在这个被称为“辛勤的园丁”的岗位上，有着很多令我们感动的人物和故事。他
们中有扎根山区60余年的乡村教师，有放弃安逸生活万里援藏的爱心教师，也有倾心帮扶兄弟学校
的实干校长。今日，本报推出教师节策划，讲述三位优秀教师的感人故事。

实干校长孙宏伟：

全力帮扶兄弟学校一批本科上线增长40%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唐

菁）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
高青县义务教育段教学质量
和其他区县相比有着比较大
的差距，2014年，淄博市实验中
学副校长孙宏伟一行9人来到
高青一中任职开展帮扶工作。
孙宏伟的帮扶团队坚持吃住
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和高
青一中的老师们迅速融合。

“我们争取了专项资金，
为学生安装太阳能洗浴中心，

改善学生住宿条件，设立了教
职工就餐区、便利蔬菜店等，
为住校老师提供方便。”孙宏
伟说，教学和生活环境提高，
才能为教师和学生解除后顾
之忧，让老师教得舒心，学生
学得安心。

帮扶一年，成效明显。
“2015年高考一批本科上线比
上年增长40%；学校第一届春考
班成绩显著，本科录取144人，
各专业均由多名学生位居全省

前列。”孙宏伟介绍，今年高青
一中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与
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
的。特别是班主任，每天工作时
间最多达到16个小时。

“帮扶工作一年来，学校
进入了良性轨道，但是和兄
弟学校相比，我们仍有很大
差距，肩上的责任和胆子仍
然非常重，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仍会更加勤奋，力争取得
更好的成绩。”孙宏伟说。

爱心教师郇正辉：

援藏教育一年留下十余万字学习资料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唐

菁） 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
郇正辉代表淄博市到日喀则市
援藏支教一年。初到日喀则，郇
正辉高原反应强烈，按计划，援
藏教师可先调整休息一周，以
适应高原环境，但是看到学校
已经开学，学生的课程又紧张，
他咬牙坚持，第三天便进入教
室。“初入教室，面对孩子们淳
朴的目光，我暗下决心，一定要

倾尽所能，教好每一个孩子。”
在教学中，他发现学生使

用的教辅资料与教材不配套，
学校决定由郇正辉执笔为学生
们编辑一套初中物理中考复习
资料，整本资料共计150页，11 . 3

万字。“一周18节课加上教研、
编写资料使我经常的头疼胸
闷，朋友在微信里劝我说不要
这样拼命，我笑着回复说，当我
看到藏区孩子们一双双对知识

渴求的眼睛时，我就更加坚定
了我的信念。”

在一次上晚自习时，他看
到班级的图书角里只有十几本
被翻得破旧的图书，他立刻向
博山一中汇报，同时和在北京
少儿出版社工作的妹妹联系，
最终北京少儿出版社同意在日
喀则市一中援建北少阅览室，
博山一中的师生也在短短两
周，募集图书3000余册。

中中秋秋国国庆庆严严禁禁公公款款吃吃喝喝送送礼礼
市纪委发布“十个严禁”，顶风违纪者将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超)
9日，记者从淄博廉政在线网

站获悉，市纪委日前发出通知，
对中秋、国庆期间进一步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深入纠正“四风”作
出部署。

通知明确提出严禁用公款
送月饼节礼、严禁公款旅游、严
禁公款吃喝、严禁违规发放津贴
福利、严禁公车私用私驾、严禁
公款购买商业预付卡购物卡、严

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电子红包土特产、严禁大操大办
婚丧喜庆事宜、严禁向下级单位
和服务对象摊派转嫁费用、严禁
其他奢侈浪费和各种变相违规
行为等“十个严禁”具体要求。

通知指出，中秋、国庆期间
是“四风”问题易发多发的重要
节点，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大正风肃纪工作力度，采取不
定期、多频次的明察暗访行动，

零容忍、严惩戒，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
组织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紧
盯高档奢华礼品广告、电子促销
方法、公款送礼等新动向新形
式，从源头上纠正各类不正之
风。

同时，纪检监察部门将畅通
监督举报渠道，公开举报电话、
举报信箱，及时受理群众投诉举
报。坚决贯彻把纪律挺在前面、

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要求，对顶风
违纪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对贯彻
落实纪律规定态度不坚决、措施
不得力，出现顶风违纪问题的，
既追究直接责任，又追究领导责
任，既追究主体责任，又追究监
督责任。举报电话：0533--12388；
举报网址：http://zibo.jb .mir -
ror.gov.cn/0533-12388；举报信箱：
中共淄博市纪委信访室，邮编为
25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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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月 9日讯 (记者 唐
菁） 17岁那年，李振华正在南
京师范大学读书，为响应知识
青年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的
号召，他毫不犹豫的报名，来到
条件最艰苦的沂蒙山区支援教
育，从此在沂源县扎了根。

“初到韩旺村时的艰难让
我始料未及，教室是用一间破
庙改造的，晚上寒风从墙缝里
直往里灌，老百姓吃了上顿没
下顿，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生活
习惯上的差别，让我一时难以
招架。”李振华说，乡亲们对我
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怕
我受冻，村里的大婶大妈亲手
织的粗布做棉袄、棉裤、棉鞋，
有好吃的舍不得给自家孩子吃
都给他留着。正是乡亲们恩情
令李振华无比感动，此后无论
面对怎样的困难他都要咬牙坚
持到底，就这样一待就是 6 0 多
年。

自从来到沂蒙山区，李振
华只有一个想法：要用知识去
改变这群山里孩子的命运，让
他们中更多的人走出大山不再
忍受贫穷。“我一心扑在教学
上，为了提高教学成绩我自己
动手制作了地球仪、识字卡片
等几十种教具，白天给孩子们
上课，晚上办夜校教村民们识
字。”李振华说，为了让更多的
学生考上大学，他住进男生宿
舍和他们吃住在一起，随时辅
导他们功课，夏天晚上起来给
学生给盖被子，驱赶蚊虫，好让
他们第二天能有一个好的精神
头去学习。

后来，李振华成为沂源县
实验中学校长。1997年退休后，
他将大半辈子积蓄的1 . 5万元和
国务院津贴全部捐出，在工作
过的三处学校建立奖学基金。
2001年2月至2008年12月，为了
资助更多的贫困生，他又外出
到淄博万杰朝阳学校打工，将
5 . 5万元年薪全部捐出，资助了
2 3 名特困生，一直到他们完成
学业。六十多年来，他已累计捐
款102万元，资助贫困学生2100

余名。

挂 失

房屋所有权人何庆昌(共有人：
孙迎丽)持有的坐落于淄川区淄城镇
吉祥路1号F区，建筑面积83 . 07平方
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淄博市房权证
淄川区字第04-0010386声明遗失。

房屋所有权人何庆昌(共有人：
孙迎丽)持有的坐落于淄川区淄城镇
吉祥路1号F区，建筑面积80 . 19平方
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淄博市房权证
淄川区字第04-0010385声明遗失。

鲁山路小学：

举行安全疏散演练

提高师生自救能力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学校安全
工作，提高广大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安全疏散与自救能力，打造平安校
园，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举行了
安全疏散逃生演练活动。

演练前，德育处结合学校实际，
认真细致的制定此次演练活动方案，
召开全体教师动员会议，明确职责要
求。在演练过程中，随着哨声响起，各
位老师立即到达指定岗位，确保演练
过程的安全，认真协助，并指导学生
有序快速疏散；各班任课教师带领学
生根据应急预案中规定的路线，沿着
学校指定楼梯口快速前进，有序撤离
到学校操场的安全地带，随即各班主
任清点人数，并层层向上汇报，整个
过程紧张有序、目的性强，收到了预
期效果。 (吴树平)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邹倩) 近期以来，桓台果
里食药所结合“全市药品经营使用
环节专项检查”工作，针对辖区小
药店开展了药品专项检查。

据了解，果里食药所督促“小
药店”按时完成《药品经营许可证》
换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
证等工作，对其换证、认证过程中
存在的疑问予以解答。检查“小药
店”在经营药品、医疗器械过程中，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标准，是否存
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药品
存放和分类不符合规定”、“购销台
账记录不完整、购销票据保存不
全”等情况，并严查超范围经营等
违法行为。

果里食药所执法人员提醒消
费者到药店或医疗机构购买药品
时：看资质，不在未悬挂《药品经营
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的药店购买药品，不
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黑诊所”打针输液。

专项检查“小药店”

严查超范围经营

市委副书记于海田:

给学校松绑

赋予办学自主权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张新明) 9日下午，淄博市庆祝第31个教师节，全市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召开。座谈会中，淄博市委副书记于海田介绍，全市教育要加大转变职能力
度，大力简政放权，积极主动作为，带头给学校松绑、给校长松绑、给老师松绑，切实赋予学校办学自
主权。要推进管办评分离，探索建立区域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制度，改革学校校长评价制度，完善学校、
学生、教师和社会等多方参与的教师评价制度。

据了解，淄博市现有16名优秀教师、3名优秀校长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齐鲁名师”、“齐鲁名校长”，
这是全市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领头雁。于海田认为，淄博要加强对区域内名师及骨干教师的培养与
管理，进一步强化措施，为名师、骨干教师专业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要充分发挥名师、骨干教师的专业
引领和骨干带动作用，积极探索教师专业成长模式，创新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强化教育实践能力培
养，进一步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专业化教
师队伍。

相关链接

郇正辉和他的藏族学生们在一起。

编者按：

沂源县实验中学原校长李振华：

扎扎根根山山区区6600年年，，资资助助学学生生22110000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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