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上班时间刚过，医院
就已经人来人往，嘈杂声不断，
可七楼西侧角落里的病房就像
是脱离了整个世界，异常寂静。

在这狭小压抑的的病房
里，南晴擦了擦眼角夺眶而出
的泪水，熟练的从床头柜里拿
出一把生锈的钥匙径自走向西
墙，打开角落里的铁皮柜，拿出
一个钞票大小的原木盒子。顿
时，亲戚们屏住了呼吸，目光纷
纷投向盒子。

“真不知道老头子给咱留
了啥？”瘦削的小叔终于打破寂
静，不耐烦地嚷嚷。

“哼，谁知道呢。老头连件
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二姑

有气无力的说道，无神的双眼
扫过小叔。

南晴的双手抖了一下，木
盒险些掉落。

“哎呦，晴儿，怎么了这是。
里面是不是有好多钱，还有存
折啊？”大姑拖着肥胖的身子向
南晴靠近，眼珠仿佛镶了金子，
闪的南晴有些晕眩。

“啊，我，我不知道。里，里
面，你……”南晴话没说完，弱
不禁风的二姑似乎突然有了力
气，一对伸缩钳似的手牢牢夹
住木盒，一边拉向自己，一边猛
烈的咳嗽，恨不得它已经完全
属于自己。

“哎呦喂，里面是空的！老

头这辈子算是白活了。”二姑双
手颤抖着打开盒子后撕心裂肺
的叫道，随后是一阵干咳。

“啊，咋这样！咱爸不会还
有房子吧。”小叔略显失望的把
手放入口袋，一双三角眼却始
终没离开大姑。

“喂喂喂，弟弟，看我干啥。
你不是知道嘛，就一套破房子
上个月还刚分了，怕不是你那
败家媳妇又拿去买奢侈品了
吧。”大姑似笑非笑的看着窗外
春光无限，涂得掉粉的脸抽动
了两下。

“唉，倒霉啊，给当儿子还
啥都没有。散了，散了，回家打
麻将了。”小叔愤愤地摇了摇

头，把手从口袋里拿出背在身
后朝门口走去，像是一个被贬
的贪官，浑身散发着不甘。

听了这话，大姑拎起高
仿LV包包就往门外闯，头也
不回地走向电梯。看到这出
乎意料的结果，二姑叹了口
气，干咳两声，枯槁的脸上竟
有了一丝血色，她用极其愤
恨、不屑的眼神瞥了一眼南
晴，猛地把手中的木盒高举
后用力地摔在地上，拖着疲
惫的身子离去。

病房寂静的出奇，床头忘
关的台灯发散着惨淡的白光，
白墙独有的压抑让小南晴有些
喘不过气。现在，整个屋子只剩

下爷爷躺过的病床和爷爷捡来
的南晴。南晴扭头望向窗外，极
力掩饰悲伤，双手却抑制不住
的颤抖。她含着泪，用抖动的双
手将爷爷唯一的遗物捧起，小
心抚摸着它受伤的“心灵”。

突然，南晴发现透过深深
的裂痕，木盒里竟隐藏着一个
夹层。她强忍泪水，尽力停止抽
噎，慢慢的、小心的打开夹层。
里面是一张被折成长条的病
例，病例反面歪歪扭扭写着几
行字：

我一生积蓄七万多，
存折在隔壁老韩那，
三万小晴上学用，剩余捐

给福利院。

木木 盒盒
聊城大学教科院应用心理学 宋梦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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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洋
通讯员 崔娜) 3日上午，张

店人民东路东延下穿淄东铁路
立交桥施工现场，双向四车道、
人车分流的公铁立交桥在40台
320吨油顶的推动下到达预定位
置，标志着人民东路最东端的

“卡脖子”路段终于取直拓宽。在
过去20多天里，这座万吨立交桥
共平移了66米。

据介绍，过去人民东路穿越
淄东铁路的地方，是一座仅容一
辆小车单行的小桥洞，无法会
车。附近的居民出行一般要绕过

此处。公交车更无法通过。人民
路东延工程是淄博市重点民生
工程，而穿越淄东铁路立交桥工
程是人民东路东延工程的关键
环节。

中铁十局淄东铁路扩能改
造工程项目部副经理韩帅介绍
说，新的立交桥为(7+15+7)米三
孔连体钢筋混凝土框架桥。为了
不妨碍正常铁路通行，项目部先
在立交桥东边挖了一个工作基
坑，在基坑内浇筑立交桥。

从绑扎第一根钢筋开始到
顶进就位，总共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韩帅说，这种速度在同类型
建桥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正常
工期应该在6个月左右，为了赶
时间，我们最高峰投入劳力达
600人，24小时不停施工。”

据介绍，移动立交桥时，工
程机械在前方施工挖土，人工清
理，然后顶进立交桥，整个桥体
边挖土边顶进。移动短短66米，
用了20多天的时间。韩帅说：“桥
梁规模大，框架主体使用混凝土
3500立方米，钢材近千吨，下穿7
股铁路，顶力近万吨，这在淄博
市属于最大的。”

重达万吨的淄东铁路人民东路立交桥平移66米到达预定位置

人人民民路路东东部部““卡卡脖脖子子””路路段段取取直直拓拓宽宽

本报讯 近日，张店七中
开展了骨干教师大比武，教师
在听课交流中受益匪浅。

这次课堂教学大比武彰显
学科特色，体现学科主张，凸显
了本学科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实
施。同时，结合目前学校力推的
合作学习教学，进行恰当的合
作策略使用。合作学习任务明
确，分工合理，要求到位，学生

的展示积极大方、关注礼仪，多
元的促进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
团队意识。

这次大比武主要目的是在
切磋和交流中提升教师的教学
水平。活动的开展，给教师带来
更多的思考和认识，给课堂带
来更多的创新与活力。张店七
中必将以此为契机，推动教学
的开展。 (张娜)

张店七中：

开开展展骨骨干干教教师师大大比比武武活活动动

临淄三中开展“三个工程”
助青年教师成长。着力推进青蓝
工程，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
作用；着力推进专业提升工程，
组织“青年教师大比武”；着力推
进以赛促学工程，组织教学能手
等比赛。 (李淑燕 杜希海)

临淄三中：

“三个工程”助教师成长

红领巾监督岗 日前，沂源
县荆山路小学实施了“红领巾监
督岗”。旨在提高学生自主管理
能力，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共同成长的目标。 （刘成学）

感恩教育报告会 日前，沂
源四中邀请北京著名感恩演讲
专家王江波做了以“感恩思源，
当合格家长，做优秀学生”为主
题的感恩教育报告会。（刘士春）

初冬时节，温暖如春 为确
保今年师生安全过冬，沂源县
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未雨绸缪，
提前筹措资金16万元，安装了燃
气锅炉和交换装置等。(唐家远)

召开家庭教育报告会 为进
一步增进了解，促进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的协调发展，沂源县石
桥镇东北庄学校近日召开了全校
学生家庭教育报告会。(赵鹏飞)

教育同仁来校观摩教学
日前，桓台县起凤小学举办了观
摩教学活动。让来自临沂的教育
同仁体验了“一对一”个性化学
习给课堂带来的变化。（王会）

让升旗仪式更庄严 为营
造庄重、严肃的升旗仪式氛围，
本学期，沂源县新城路小学少先
大队要求每位教干教师佩戴红
领巾参加升旗仪式。（周从容）

为优化学校育人环境，让
诚信教育入眼入心，近日，凤凰
镇召口小学开展了“诚信文化进
校园”系列教育活动。将诚信教
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旨在培养
学生的优良品质，增强学生的

“诚信”意识。（边伟峰 马悦）

临淄区召口小学：

开展诚信文化教育活动

为推动普法力度,使学生养
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
识，12月4日，傅家镇中心小学组
织全校师生共同观看了国家宪
法日中小学宪法晨读活动。进一
步明确宪法作为我国根本法的
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观看宪法日晨读活动

为引导学生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学习中去，近日，马尚一
中举行了主题为《反思期中、迎
接学考、努力拼搏、成就自我》主
题教育活动。旨在教育学生加强
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树立远大
的学习目标，勤奋好学。（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成就自我”教育

日前，临淄区第十七届中
小学生“布谷”科技节在临淄
二中举行。活动分小学、中学两
组。来自全区中小学的老师、学
生，参加了奥妙无穷的“梦想家
园”砖块式建筑制作，“创意车”
竞速赛，3D打印等比赛。（郑军）

临淄二中：

举办区科技节比赛活动

近日，田庄镇田庄中学开
展了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师生通过网络直播观看全
国中小学生宪法晨读活动，并同
步跟读，学唱《宪法伴我们成
长》，唱响宪法之歌，畅想宪法保
护下我们的幸福生活。（于春苗）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宪法日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促进家校沟通，共
同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近日，
皇城一中分级部开展了“教学开
放周”活动。活动期间，家长先走
进校园，了解学校的文化；再走
进教室，与学生一起听课，全面
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刘伟）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教学开放周”活动

沂源县实验中学：

举行级部工作述职会

近日，沂源县实验中学举行
“级部校长助理半学期工作述职
会”，全体教职工参加了会议。述
职会上，齐常山、刘峻峰、孙宗
强、崔春近四个级部校长助理分
别代表级部作了半学期级部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张善武）

关爱残疾人 温暖驻心间
国际残疾人日到来之际，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关爱
残疾人 温暖驻心间”系列主题
班队教育活动， (刘兆芹)

家长半日开放活动 为让
家长了解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和
方法，了解幼儿在园的学习、生
活，近期，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举
行家长半日开放活动。(王建华)

聘请行风监督员 为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的满
意度，临淄区康平小学近日召开
全校家长会。其间，举行了师德
师风监督员聘请仪式。(郭林泰)

为给师生营造一个良好的
学习工作氛围，高阳中学不断
强化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安全
教育，多措并举铸牢校园安全
防火墙。强化责任分工落实；强
化安全管理网络建设；强化安
全教育培训。 (谢峰)

临淄区高阳中学：

铸牢校园安全防火墙

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为提
高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安
全防范与自救能力,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幼儿园开展消防
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段连红)

本学期，历山街道成人教
育学校坚持开展“弘扬孝道文
化 传承中华美德”为主题的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把中国的传
统文化教育深入到各个社区、家
庭，使家庭和谐，尊老爱幼的氛
围长久不衰。（杨卉 彭传丽）

沂源县历山街道成教中心：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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