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生活中数字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世界正渐渐被缩小，
地理位置也不再是阻碍人类交
流的天堑鸿沟。数字概念逐渐
包围了我们的生活，并将其划
分为一个个小小的网格或程
序，充斥感染着每一个生活“细
胞”，在这样快节奏生活方式的
渲染下，人们的阅读方式在不
经意间被改变，不只如此，在我
们不停被“数字化”同化的同
时，我们的心态也在潜移默化
中，发生着改变。

生活节奏快了，学习、工
作也繁忙了起来，路上行人
脚步匆匆，心也紧随而动，变

得格外浮躁。下载一部《十分
钟读懂红楼梦》，突然发现所
有精巧的故事线索、优美的
语言、人物独特的个性，都在
晦涩深曲的“二次解读”中消
失了。许多作家倾尽一生完
成的作品，被各种博客公众
号偏颇的重组评论，因为掺
杂了太多其他情感，而让作
品本身丧失了色彩。诚然，我
们 处 在 一 个 快 速 发 展 的时
代。越来越多的年青人摒弃
了传统的阅读方式，而选择
了新媒体阅读。可换个角度
想，我们有时真的能使用好
这些新式阅读方式吗？打开

枯燥的诗词史著，本想在闲
暇之余充实自己，但有多少
人能真正读进去呢？遇到晦
涩难懂的语句就直接选择跳
过；微信对话框中弹出朋友
的消息提醒，便跳转了页面，
等到又想起未读完的书，竟
已然忘了前文的意思，最后
不了了之。

《中国诗词大会》，让我们
知道“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真
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在第二
季第8期中，百人团里有个选手
说他的父亲是位盲人，从小就
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教他诗词，
而且直到现在，父亲还一直保

持着阅读盲文的习惯。主持人
董卿听完，被他父亲对读书的
热爱深深打动，她联想到阿根
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经历，
想到他那首《关于天赐的诗》，
随口背来几句：“上帝同时给我
书籍和黑夜……我心里一直都
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
的模样。”恰到好处地用来向盲
人父亲的读书精神致敬。董卿
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储备与她的
阅读是分不开的，正如她自己
所说：“我始终相信我读过的书
都不会白读，它总会在未来的
日子里的某个场合帮助我表现
得更出色。”

如今越来越多的综艺节
目，新闻报道开始重视经典，
关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之
美。读经典、读名著、读圣贤
之作，才能让我们真正受益。
特别是当今社会科技发展，
不读书怎能跟上时代步伐？
何以提升自己？

当你心浮气躁，不知所措
时，不如读一本好书，让心静下
来、让自己心思澄明。要用好书
中的故事，激励自己，在浮躁中
寻片刻的宁静，踏实地抓紧脚
下的热土，然后投入新的征程。

重读经典，因为“最是书香
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

最最是是书书香香能能致致远远
淄博实验中学2017级三班 邹方铭 指导老师：段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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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巩
悦悦) 23日，记者从省环保厅
了解到，全省全面开展了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
动。此次专项行动共排查出
1012个具体问题。淄博29项环
境问题被曝光。其中，为保护淄
博的“大水缸”太河水库，25家
单位被关闭。

淄博京辰矿泉水有限公
司、淄博凝碧饮用水有限公司
太河分公司、淄博淄龙潭水业
有限公司均因生产废水，被关

闭；淄川鑫源酒厂产生污染，被
关闭；淄博淄川汇丰酒厂产生
污染物，被关闭；淄博永祥泵业
有限公司排放大气污染物，被
关闭；淄博金源线缆有限公司
产生污染物，被关闭。

18家旅游餐饮单位因排放
油烟，被关闭。分别为金鸡山宾
馆、东大山庄、红杰快餐店、淄
川聚鑫源庄园、淄川新顺和庄
园、生旺酒家、福源农家菜、淄
川区太河玉泰阁山庄、宏亮大
酒店、纪纲饭店、司淑霞肴菜、

兴河农家饭店、淄河大酒店、家
河快餐、有缘大酒店、友缘大酒
店、子荣饭店、张洁快餐。计划
完成整治时间为今年6月。

此外，太河水库保护区内
农业种植面积800余万平方米，
被要求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淄中路、湖南路东延(博幸路)、
怀阳路、口南路，被要求完善道
路防护设施；山东三同生态水
有限公司被关停；博山区源泉
镇源泉东村被要求集中收集处
理生活污水。

我省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动，曝光淄博29项问题

关关闭闭2255家家工工厂厂、、餐餐饮饮店店保保护护““大大水水缸缸””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曹利 杨志强)

23日，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召开重型柴油货车集中
整治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今年以来，淄博公安交警
共查处重型柴油货车交通违法
行为8000余起。自2月份以来已
抓拍冒黑烟车辆410余辆次。

据了解，全市10个区县城

区道路已全部划定为限行区。
同时，1月份，在全市重型柴油
车通行较多的国省道，建设完
成了10处黑烟抓拍系统，2月份
已开始运行，目前抓拍的冒黑
烟车辆达410余辆次，交警部门
将依法对其驾驶员处以扣三分
罚200元的处罚。并对外地市冒
黑烟重型柴油货车进行劝返，
不允许再次进入淄博市。

俩俩月月抓抓拍拍441100余余辆辆次次冒冒黑黑烟烟大大货货车车

春季采风活动 近日，沂
源三中“白杨”文学社开展了春
季采风活动。本次活动采取以
小组活动的方式，让学生充分
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江秀德)

安全隐患大排查 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校开
展第二季度校园安全隐患大排
查。排查人员对学校周边及校内
进行拉网式排查。(李家庆 孙欣)

开展读书活动 近日，沂源
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亲亲阅读、暖暖童年”读书活
动，旨在让孩子们养成与书为
伴，喜欢读书的好习惯。(亓永玲)

掀起练字热潮 为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练字
兴趣，提高写字教学的质量，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小学举行古
诗词硬笔书法比赛。（孙静)

安全“六校长”聘任 为
提升学校安全工作管理水平，
近日，张店区中埠镇小学与张
店十一中联合举行了校园安
全“六校长”聘任仪式。(成峰)

餐饮服务示范单位挂牌
近日，沂源四中食堂举行了“食
安山东”餐饮服务示范单位挂牌
仪式，奖牌由“山东省食品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颁发。（刘士春）

学习交通指挥手势 近
日，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
了“小小交通指挥员”活动。活
动中，孩子认真学习了各种交
通指挥手势。 (李欣)

组织家长外出学习 为提高
家长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近日，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小学部组
织全体班主任与部分家长到淄
川学习信息技术应用。(张成美)

布贴画制作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节约环保，布言布语”布贴画
制作活动。旨在潜移默化地教
育和熏陶幼儿。 (赵圣菊)

培养劳动兴趣 为培养孩
子参与劳动的兴趣，锻炼孩子的
观察与动手能力，近日，沂源县
鲁村镇于刘幼儿园开展了“走进
谷雨，播种快乐”活动。(齐爱山)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读书
兴趣，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提高
学生的学习情趣，提升学生的国
学素养，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高城学区中
心小学全体师生隆重举行了第
七届读书节启动仪式。(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读书节启动仪式

为积极贯彻《张店区教育局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方
案》文件精神，圆满完成创城各
项工作任务，近期，张店六中结
合学校实际，积极营造文明向
上、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扎实
开展各项创城工作。(黄友珍)

张店六中：

扎实开展“创城”工作

献爱心，以实际行动帮助
家庭困难学生，日前，皇城一中
党支部成立了党员救困基金。
为学校家庭特困学生，特别是
已经“建档立卡”的学生捐善
款、献爱心。此举受到全体党
员的积极支持。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成立党员救困助学基金

为提高教师的业务素养，在
一模考试之际，黑旺中学同步进
行了毕业班教师的业务考试、师
生同做一份题活动。考试由学校
教导处组织，由校级干部监考，
过程严肃认真。目的提高教师自
觉学习的积极性。（李灵军）

淄川区黑旺中学：

师生同做一份题

为宣传雷锋精神，培养青少
年学会保护环境、爱护家园的优
良品质。近日，朱台中心小学举
行了“学雷锋 美环境 爱家
园”的活动。学生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了雷锋精神，增强了环
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郭庆)

临淄区朱台中心小学：

增强环保意识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期间，马尚一中开展了系列主题
教育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师生认
清国家安全形势，增强危机忧患
意识，树立国家安全观念，提高
思想站位，营造维护国家安全和
校园安全的良好氛围。（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安全教育日活动

为进一步加快教师新课
程改革的步伐，更好地开展素
质教育，日前，齐都镇中心学
校举办了“新课改、新理念、新
教法”教学大赛。大赛的开展，
营造了更加浓厚的教学改革
氛围。 (刘明华)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学校：

开展教学技能大赛活动

为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田镇中心幼儿园采取
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幼儿园食
堂食品安全管理力度，彻底消除
各种食品安全隐患。加强领导，
夯实责任；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严格督查，排除隐患。 (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中心幼儿园：

抓好学校食堂安全管理

日前，阳信县教体局一行
20人在阳信县人民政府教育
督导室主任李连波带领下，
到桓台县考察集团化办学，
期间到桓台县实验中学及教
育共同体学校索镇实验学校
参观并座谈交流。 (卢静)

阳信县教体局领导

到桓台县实验中学考察

日前，张店九中启动师德学
习周活动，组织教师全员学习法
律法规。根据要求，各级部、教研
组、备课组都制定了具体的学
习计划。旨在提高师德修养，树
立更好的师德形象，做到“依法
执教，以德育人”。 (商明珠)

张店九中：

学法规强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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