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人
民医院医务人员及微爱志愿
者共12人走进淄川太河镇黑
山村开展义诊服务活动。张店
区人民医院抽调由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外科、妇科、特检科
业务骨干组成的专家队伍，携
带血压计、血糖仪、心电图、彩
超等设备为村民进行义诊及
健康咨询。

医疗服务队通过义诊，发

现该村村民高血压及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居多，医生经过详
细问诊、查体、分析心电图，耐
心为这些患者饮食指导，健康
宣教，并开具处方，指导用药，
引导村民科学就医。当日，测
量血压120人次、血糖60人次、
心电图58人次、彩超60人次，
并免费提供藿香正气液、伤湿
止疼膏、创可贴、碘伏、消毒棉
棒等。 （徐海清）

张店区人民医院

大大爱爱进进山山村村 黑黑山山公公益益行行

风风雨雨过过境境，，4400余余万万亩亩小小麦麦““弯弯了了腰腰””
淄博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成立技术指导组，帮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梁兆福 ) 2 3
日，记者从淄博火车站了解
到，暑假学生票现已全面开
售，学生票享受优惠的时间是
从6月1日至9月30日。据了解，
毕业生凭学校书面证明、新生
凭录取通知书可以买一次学
生票。学生票只限普通硬座票
(半价)、普通硬卧票(优惠其中
的硬座票价部分)和动车组列
车的二等座(7 . 5折)。

淄博火车站工作人员提
醒有购票需求的同学，凭学生
证，每年只能购买4次学生票，
且必须符合学生证上的乘车
区间，如果网购了非乘车区间
的火车票，将无法在车站售票
窗口或代售点办理取票手续，
只能退票重买。此外，学生证
没有贴学生票优惠卡的学生，
也不能购买学生票。新生凭录
取通知书、毕业生凭学校书面
证明可买一次学生票。

本报记者 巩悦悦

5月22日—23日，淄博遭
遇大风降雨天气，全市多地
小麦出现严重倒伏现象。据
淄博市农业部门初步统计，
共有44 . 3万亩小麦出现点片
倒 伏 ，占 全 市 小 麦 播 种 的
2 8 . 7%。其中，高青县1 9 . 8万
亩，倒伏情况最为严重。据了
解，淄博市农业部门在第一
时间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切
实加强倒伏麦田管理的紧急
通知》，各区县立即落实补救
措施，做好勘查定损。

本想借雨灌溉

没承想却飞来横祸

23日，记者走访高青县多
个村庄发现，庄稼地里绿油
油的小麦，如今都成片“趴”
到了地上，站在一旁的老农
显得非常无奈，有的甚至还
抹起了眼泪。“小麦还有15天
左右就收割了，本想借这场
大雨浇浇地，谁曾想大风一
下子就把俺家庄稼刮倒了一
大片。”常家镇成家村一村民
表示，他家承包了60多亩地，
这次有20余亩小麦受灾。

据常家镇镇南管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尹家村的200余
亩小麦，有一半以上发生倒
伏。在该管区相关负责人的

带领下，记者来到尹家村庄
稼地里。放眼望去，成片小麦
倒伏，让人触目惊心。该村村
书记高立君表示，他一早就
来到田里，看到成片被刮倒
的小麦，他忍不住地感到心
痛。“我家总共就种了一亩多
地，这不全给刮倒了。”村主
任尹子营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从淄博市农
业部门获悉，5月22日-23日，
全市平均降雨17 . 4毫米，其中
临淄区21 . 9毫米、桓台县22 . 7
毫米、高青县20 . 3毫米。据初
步统计，淄博点片倒伏小麦
主要集中在本市平原地区，
其中张店区1 . 2万亩、周村区2
万亩、临淄区8 . 2万亩、桓台县
13万亩、高青县19 . 8万亩、文
昌湖区0 . 1万亩。当前小麦正
处于灌浆期，发生局部或大
部分倒伏，影响小麦成熟，降
低千粒重，造成一定减产。

淄博农业部门：

不扶不绑顺其自然

避免造成次生危害

23日中午，淄博市农业局
发布《关于切实加强倒伏麦
田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
区县要立即组织农技人员成
立技术指导组，采取包镇办、
包村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
在勘查灾情的同时，及时将

倒 伏 麦 田 管 理 措 施 普 及 到
位，降低灾害损失。同时，该
局还制定三大补救措施，包
括：不扶不绑，顺其自然；喷
药防病害，减轻倒伏病害次
生危害；喷肥防早衰，减轻倒
伏早衰次生危害。

该局工作人员表示，小
麦倒伏一般都是顺势自然向
后倒伏，麦穗、穗茎和上部的
1～2片叶都露在表面，由于植
株都有自我调节能力，小麦
倒伏3～5天后，叶片和穗轴会
自然翘起，特别是倒伏不太
严重的麦田，植株自动调节
能力更强，仍能自动直立起
来，使麦穗、茎、叶在空间排
列达到合理分布，因此，小麦
倒伏后不论倒伏程度如何都
不要人工绑扶或采取其它人
工辅助措施。可在雨后人工
用竹杆轻轻抖落茎叶上的水
珠，减轻压力助其抬头。同
时，再次提醒农民群众不要
盲目扶绑，以免弄巧成拙。

淄博市农业局提出，各
承保机构要配合农业部门，
立即启动报案程序和理赔机
制，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深
入田间地头，逐村逐户进行
面积核查，向农民宣传小麦
倒伏后的管理措施，帮助受
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力争
将 灾 害 造 成 的 损 失 降 到 最
低。

暑暑期期学学生生票票开开售售
下下月月起起享享受受优优惠惠

挂失
山东老茅酒业有限公司，丢失淄博齐商银行张

店西二路分行开户许可证，号码J4530008387603，声
明作废。

C03巡城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樊伟宏 美编：王晶晶

为进一步宣传毒品的危
害，警示青少年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近日，桓台县禁毒大
队联合起凤镇派出所走进起
凤中学，通过毒品展示讲解、
禁毒讲座、主题班会为师生们
上了一堂“禁毒课”。(张久伟)

禁毒宣传走进

桓台县起凤中学

临淄区皇城二中：

警校合力共抓校车安全

日前，沂源县南麻派出所
民警走进河湖中学课堂向同学
们宣传远离毒品教育知识。

（唐加清）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
儿园举办了第十九届主题为“传
承美”的“百灵”艺术节节目展演
活动。 (唐家花)

日前，沂源县鲁山路幼儿
园召开以“预防幼儿传染病”为
主题的家长会 ,教育孩子做到

“五勤”“三好”。 (张宗叶)

日前，沂源三中开展了校
车安全逃生演练活动。旨在有
效应对突发事件，确保乘校车
学生的安全。 （江秀德）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青龙山
小学开展了“点泥成金，变废为
宝”的泥塑创作活动。

（刘芹美 陈福军）

近日，齐陵中队交警来到皇
城二中检查学生乘坐的校车安
全情况。检查人员对所有接送学
生车辆进行检查，重点围绕校车
性能状况、是否存在超载情况、
是否配备照管员、驾驶员资质等
信息进行了仔细核对。（韩兴华）

日前，马尚一中第八届葫
芦丝艺术节拉开帷幕，本次艺
术节分为个人和团体两个大
项。比赛中，十六名参赛选手按
抽签顺序登场。演奏了多首葫
芦丝经典名曲。 （孙梦君）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葫芦丝艺术节

临淄区敬仲中学：

评选表彰幸福班集体

近日，敬仲中学认真制定
方案开展幸福班集体创建、表
彰活动。本着公正全面评价、
侧重班级管理实效、注重学生
主体感受的三项原则，依据班
级每月考评成绩和德育处对
学生的调研进行评选。 (王涛)

日前，张店十一中成功举办
“中埠农商行杯校园艺术节学生
风采比赛”活动。本次活动得到
张店农村商业银行中埠支行的
大力支持。中埠农商行行长王希
胜，付晓、王启超经理和学校领
导参加开幕式。 （王新星）

张店十一中：
举办农商行杯
校园艺术节

日前，田庄中学开展了校
车事故疏散演练。旨在教育学
生熟悉和掌握校车应急疏散
的流程和方法，强化师生安全
意识和应急避险及疏散能力。

（于春苗）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校车事故疏散演练

沂源县西里镇成教：

科技服务队下乡在行动

近日，西里镇成教中心科技
服务队积极行动起来，举行了送
科技下乡活动，助力该镇果树种
植业的健康发展。服务队走进集
市、村庄，设立咨询服务处，向群
众宣传讲解果树的日常管理、病
虫害防治。（宋丙国 王财富)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承办片区调研活动

日前，张店区教研室第三片
区调研活动在房镇中心小学举
行。活动以“走进传统文化———

《芯子印象》的开发与实施”为主
题，第三片区业务校长、其他片
区组长对传统文化开展情况进
行了深入调研与交流。(张大鹏)

临淄区朱台中学：

举行教师趣味运动会

为丰富广大教职工业余生
活，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
校园氛围，增强教师间的凝聚力
和合作意识。近日，朱台中学举
办趣味运动会，全校近80名教职
员工分别参加了团体和个人共9
个项目的角逐。 (于莉)

高青县高城镇中心幼儿园：

“区角游戏”掀热潮

近日，高城镇中心幼儿园
举行了区角游戏活动，老师们
利用多种渠道积极收集废旧
材料及半成品，精心设计和制
作了大量的形象生动、造型别
致、环保的游戏器具。旨在进
一步推动全体教师开展区角
活动。 （刘荣华）

名师送教到山城

日前，齐鲁名师、省特级教
师王云洁、陈秀走进沂源县荆山
路小学执教示范棵，共有500余
名师生聆听了示范课。（刘成学）

禁毒教育进课堂 举办“百灵”艺术节 疾病预防家庭讲座 安全逃生演练 泥塑活动提升能力

临淄二中：

表彰“文明礼仪之星”

日前，临淄二中开展了争
当“文明礼仪之星”活动。各班
级教育委员会核心成员从仪
容仪表、行为规范、谈吐文雅、
礼貌待人等方面组织同学进
行了评选，表彰。 (郑军)

沂源县历山街道成教：

组织爱心关爱活动

近日，历山街道成教中心学
校组织社区爱心志愿者清扫了
小区卫生死角。并定期组织到社
区孤寡老人家看望，打扫卫生，
陪老人聊天，对家庭困难的老人
送去慰问品，让老人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 （刘启凤）

日前，铝城一小举行防灾
减灾主题教育周活动。疏散信
号声响起，全校19个教学班在
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迅速、有
序的从教学楼内疏散出来。仅
用2分30秒的时间就完成了整
个撤离疏散工作。 （南萌）

张店区铝城一小：

开展防灾应急演练

临淄区高阳小学：

规范校车管理

高阳小学落实“六定两点”
制度规范校车管理。“六定”即：
定车，定人，定司机，定路线，定
时间，定照管员。“两点”即：上车
点人数，下车点人数。（王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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