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阿县鱼山镇计生协充分
调动广大村级计生协会会员的
积极性，通过开展心贴心计划
生育服务，实现自身价值。

开展特色服务，增强计生
协会感召力。为适应新形势下
计划生育工作需要，鱼山镇计
生协通过积极探索，开展特色
服务活动，增强计生协会号召
力和凝聚力。广泛开展计生宣

传，努力营造浓厚的计生工作
氛围。鱼山镇计生协在辖区人
员密集场所制作图文并茂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长廊、宣
传栏和宣传橱窗等，让人们在
学到生育知识的同时，又享受
到优良环境的感染和熏陶。搞
好文艺宣传，教育群众。镇计
生协组建文艺宣传队，自编自
演文艺节目，以身边的计划生

育先进典型为教材，通过演身
边人、说身边事，使广大群众
从中受到教育启发。互帮互
助，解决育龄群众生产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近年来，鱼山镇
计生协以上级人口和计生工
作中心，积极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真正为广大群众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推动计划
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使计生

干部在群众中树立较好的社
会形象。开展关爱女孩行动，
大力倡导婚育新风。鱼山镇计
生协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倡导
新型婚育文化，广大计生协会
会员充分利用村级人口学校
等计划生育宣传阵地，大力宣
讲婚育新风，努力促进全镇广
大育龄群众传统婚孕育生育
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张霞

鱼山镇开展“心贴心”计生服务

东阿县姜楼镇计生协会
充分发挥协会会员多、联系面
广的优势，坚持以计生协会建
设为载体，以和谐计生根本，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利益架
构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目
标，着力整体，全面推进，有效
促进全镇计划生育协会的健
康稳步和谐发展。

完善协会制度。姜楼镇首

先健全计生协会各项工作制
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

《村规民约》。其次是把握政策
动向，规范运作程序。第三是
制定一系列保障措施，加大管
理和监督力度。强化协会作
用。姜楼镇高度重视村级计生
协会建设，该镇注重把一些老
党员、老干部、致富能手、妇女
模范等威信高、能力强、有带

动作用的人选入理事会，增强
计生工作决策力、辐射力。通
过政策导向、利益驱动、温馨
服务，从细事、小事、实事做
起，引导广大育龄群众自觉落
实计划生育政策。推进居民自
治。积极发挥协会出自基层、
服务群众、福及全民的作用，
实行工作重心下移，推动村民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监督、自我服务”的新机制，逐
步形成政府指导、村民当家做
主的计划生育工作良性发展
轨道。姜楼镇计生工作以协会
为载体，较好地发挥政府参谋
助手作用，通过村民自治的逐
步深入，“协会作骨干，群众当
主人”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受
到了广大育龄群众的普遍认
可、支持和欢迎。 徐士凤

姜楼镇推动计生协会健康发展

东阿县鱼山镇重视发挥
计生协会作用，不断加强镇村
计生协会建设，努力推动人口
计生工作全面发展。

找准定位，推动计生基层
群众自治扎实开展。针对新时
期人口计生工作的目标要求，
鱼山镇理清思路、找准定位，不
断加强和完善基层计生协会组
织网络建设。找准定位，推进计

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在召开
动员会提高干部认识的基础
上，把老干部、老党员、头脑灵
活、致富能手、经济能人和德高
望重的群众代表充实到计生协
会队伍中来，建立坚强计生协
会组织。为发展农村经济、带领
群众致富打下良好的基础。

发挥优势，为计生基层群
众自治提供组织保证。计生协

会充分发挥能人多、覆盖面广
的优势，积极参与计生基层群
众自治工作。依靠“会员之
家”、农家书屋、生育文化广场
等阵地，组织群众参加人口计
生法律法规的学习，宣讲人口
计生科普知识，传播婚育新
风。使新型生育文化深入人
心。计生协会还结合工作实
际，研究制定《计划生育村规

民约》，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
优先优惠、利益导向等十优先
十优惠内容纳入村规民约，真
正让计生家庭优先享受改革
开开放的成果。

深化优质服务，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大力开展避孕节育

“知情选择”“生殖道感染干预
防治”“出生缺陷干预”三大工
程，抓好计生技术服务。张霞

鱼山镇推动人口计生工作全面发展

5月29日是中国计生协会成立
36周年纪念日，也是全国第18个会
员活动日。为庆祝会员活动日到来，
充分发挥计生协会的作用，促进卫
生和计生工作，东阿县姜楼镇计生
协以“加强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创建
计生幸福家庭”为主题，通过采取广
场舞、表彰先进协会会员、上门给孤
寡老人打扫卫生多种形式，进一步
增强协会影响力。

开展广场舞比赛，大力宣传
新型婚孕育新观念。在姜楼镇计生
协的指导下，该镇陈店、王小楼、归
德铺等村计生协自发组织6支广场
舞表演队，在陈店村举行广场舞比
赛，广场舞比赛吸引了数百村民围
观。镇计生协对参加比赛的6支表演
队设1、2、3等奖。通过广场舞比赛，
姜楼镇计生协大力宣传依法生育、
关爱女孩、男女平等文明信心生育
观念，孝敬老人、邻里互助、家庭和
睦等传统美德，优生优育、避孕节
育、生殖健康等科普知识，宣传山东
省“ 全 面 两 孩 ”政 策 问 题 解 读 ，

“5 . 29”协会会员活动日宣传活动
收到良好社会效果。姜楼村、王小
楼、归德铺、徐楼等村还对优秀会员
进行表彰奖励，现场发放毛巾、米、
面、食用油等物品。

姜楼镇计生协通过此次活动增
强了协会组织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扩大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社会影响，
进一步推动了计生协工作水平的提
升。 徐士凤

姜楼镇“5 . 29”协会活动

日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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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义丐武训辞世120年

戏戏曲曲蛤蛤蟆蟆嗡嗡《《武武训训舍舍情情》》正正式式首首演演
本报聊城6月2 1日讯

(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崔翔) “叶绿叶黄年年落，
情生情灭情难割。情来情
灭为谁苦，坐看乞丐兴义
学。”6月20日晚，聊城市杂
技院剧场内座无虚席，大
型无场次戏曲蛤蟆嗡《武
训舍情》在聊城首次正式
演出。

整场演出分《受欺开
悟》、《梨花三弄》、《杏花拜
兄》、《桃花殉情》四幕，武
训从一个血脉喷张的青年
到终老临清御史巷义塾
中，一直跋涉在行乞办学
的路途中，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感人肺腑。

导演周波谈及武训蛤
蟆嗡戏曲《武训舍情》的现
实意义时表示，《武训舍
情》是一部写历史人物、中
国精神的戏剧作品，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
义。

今年6月4日，是武训
辞世120周年。他的故事不
仅仅在当地流传，特别是
在文革时期，武训出现在
全国荧屏上，随后，武训作
为一个反面形象传遍全
国。近几年，武训行乞办义
学的精神再次被褒扬，这
个曾经蒙冤的历史人物终
于 被 还 原 了 真实事迹 。
2015年11月12日，山东省

艺术研究院举行了戏曲剧
本《武训舍情》专家论证会，
剧本得到了山东省艺术专
家的好评。2016年3月10日，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与冠县
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在冠县建立艺术研究创
作基地，首期合作项目为大
型戏曲蛤蟆嗡《武训舍情》。

据了解，蛤蟆嗡是流
行于冠县桑阿镇、贾镇、梁
堂一带的民间小戏。它是
由河北魏县、大名等地流
行的落腔(落子)传入山东
后，在演出过程中逐步吸
收河北梆子、四根弦的特
长，并和当地语言相结合
而形成的剧种。

本报聊城6月21日讯 (记者 李
军) 6月26日上午8时，齐鲁晚报品
牌活动——— 高考公益招生咨询会(综
合场)将走进聊城，在齐鲁银行聊城
分行门前广场(开发区东昌东路109
号开发区管委会东临)举办，为考生
和高校搭建交流平台，届时将组织近
百所知名高校为考生报考支招、解答
疑惑。6月26日举办综合专场，7月25
日 举 办 专 科 专 场 ，咨 询 电 话 ：
13869550608。

高考结束，近几日不少家长和考
生致电本报咨询电话，询问高招会举
行时间，都有哪些名校学校前来，希望
可以了解学校情况，不至于报错志愿。
为方便考生报考，由齐鲁晚报、生活日
报、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主办的“2016年
聊城高考公益招生咨询会”26日举行。
到2016年，齐鲁晚报已举办了23届高
招咨询会，每年分综合场与专科场举
办两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届时，复旦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等众多高校前来，考生可

在咨询会上了解更多院校信息，与高
校招生老师面对面交流咨询，各知名
高校招生老师也将为考生填报志愿
答疑解惑。

省外一所大学招生老师表示，很
多考生高中时埋头学习，没有重视自
己的爱好和性格，提前了解自己将来
适合学习什么。“目前高中大多功利
地教孩子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但缺
乏规划教育，高中学校应该教育学生
提前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至于到高考
结束后还是很迷茫。”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成立于2008
年3月19日，是进驻聊城的第一家城
市商业银行。成立八年来，齐鲁银行
聊城分行始终坚持“稳健经营、规范
管理、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立足

“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镇居民，服务
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以创建“中小
企业和城镇居民首选银行”为目标，
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优质高
效地开展金融服务，积极支持了聊城
市中小企业和全市经济的健康快速
发展。

本本报报高高考考招招生生咨咨询询会会本本周周日日举举行行

本报聊城6月21日讯(记者 凌文
秀) 17日下午，由中共聊城市委宣
传部、聊城市文广新局、聊城市旅游
局、聊城市文学与艺术届联合会主办
的“风从运河来——— 2016全国网络媒
体聊城行”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6月15日至17日的3天时间里，来
自中央级、省级、市级的30余家媒体
记者，顶着炎炎烈日，依次走进了东
昌府区、阳谷县、临清市，行走在大运
河两岸，参观了许多与运河相关的文
物景观，包括位于东昌府区的运河文
化博物馆、山陕会馆等，在阳谷县的
运河三镇，参观了七级码头、荆门上
闸、盐运司等，又走进了临清市的运

河钞关、鳌头矶、舍利塔等。
此外，采风团的记者们还观看了

东昌葫芦、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制作工艺；欣赏了山东快板《武
松打虎》、临清京剧《状元媒》、临清武
术谭腿等艺术表演；并在专家的带领
下，走进临清胡同，穿过老街小巷，认
识了临清传承二百余年的胡同文化。

在此次“风从运河来”大型媒体
行过程中，中央级、省级、市级的30余
家媒体记者不仅享受了一场场文化
盛宴，而且积极做好宣传，以文字、图
片、视频、专题等多种形式，对聊城的
大运河、走过的景点和欣赏到的非遗
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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