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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0余余位位老老人人喜喜领领过过节节““红红包包””
重阳节济阳街道三村居慰问老人

1100名名敬敬老老模模范范受受表表彰彰
曲堤镇西魏村欢庆首届老人节

本报讯 重阳节来临，曲
堤镇西魏村第一届老人节欢
庆大会在村文化广场举行。区
老龄委、曲堤镇相关负责同志
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中对评选出的5户文
明户家庭、10名敬老模范和5
名老年人模范进行了表彰，参
加活动的区、镇领导分别为老
人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祝愿

老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随后西魏村广场舞表演

队为老人们送上了精彩的表
演，现场气氛热烈。通过此次
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尊老爱老
之风，进一步弘扬了中华美德
和社会正能量，也进一步增加
了美丽乡村文明建设的“内
涵”。

（通讯员 杨智超）

区区文文明明办办携携爱爱心心企企业业

走走访访慰慰问问感感动动济济阳阳人人物物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于悦 通讯员 陈继来） 10
月16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区
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以及济北
口腔医院的部分负责同志来
到感动济阳人物王月英家中
进行了走访慰问，并送去了食
用油、面粉和慰问金，祝福老
人身体健康。

在王月英家中，区委宣传
部、区文明办以及济北口腔医
院负责同志纷纷赞扬老人吃苦
耐劳、不离不弃的高尚精神，鼓

励她要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
并表示以后会继续帮助她。

作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
济北口腔医院自创立以来，始
终坚持“源于社会、感恩社会、
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宗旨，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多次
救助贫困、重病等社会弱势群
体，并以先进的医疗设备、高
超的医疗技术、热情周到的服
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
扬和信任，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百姓医院”。

设设立立八八大大园园区区，，师师生生认认领领土土地地
澄波湖学校创建“绿色学校”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于悦 通讯员 曹雨菡） 10
月17日，济阳区环保局、教体
局工作人员陪同济南市环保
局、市教育局领导对济阳澄波
湖学校创建“绿色学校”工作
进行验收，验收组成员对澄波
湖学校的创建工作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的
改进意见。

澄波湖学校以八大园区
为依托，建设绿色低碳校园。
做好校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在校园内大量种植树木，结合

文化底蕴，建立了八大园区。
这八大园区分别为桃李园、杏
坛园、朴园、暗香园、石榴园、
苍翠园等以及一个生态试验
园百草园。还在百草园种植党
参、玫瑰、菊花等中药材。

学校还在强化生态文明教
育中下苦功夫。将绿色、循环、
低碳理念融入教育全过程，创
建了依托校园生态环境创建澄
波湖百草等生态文明相关课程
校本课程，普及了生态文明思
想和科学知识，还建设生态实
验室、创建生态文明长廊等。

这这群群““工工作作狂狂””，，专专逮逮环环境境违违法法
看济阳区环保人的夜生活

本报 1 0月 1 8日讯（记者
于悦 通讯员 曹雨菡）
寒露过后，夜晚来得越来

越早。傍晚时分，不少市民喜
欢到黄河公园、澄波湖湿地
公园等散散步。然而济阳的
环 保 人 却 有 着 别 具 一 格 的

“夜生活”。
凌晨，区环保局领导带

队开展企业环保执法检查，
环 境 监 察 大 队 执 法 人 员 配
合 监 测 站 监 测 人 员 对 夜 间
厂界噪声进行检测。在基层

环 保 执 法 人 员 的 日 常 执 法
工作中，就像是与环境违法
分子“斗法”。为了应对越来
越隐秘的“猫鼠游戏”，掌握
最真实的状况，执法人员时
常不分昼夜搞“奇袭”。全区
内 各 属 地 单 位 更 是 不 敢 懈
怠。

回河街道的主要领导打
着手电筒，在工地上检查施
工情况，督导扬尘治理工作，
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扬尘
治理六个“百分百”要求，有

序施工。济北街道执法人员
同样在夜间对马店村已经关
停取缔的 3 8家“散乱污”进
行再检查；对所属建筑工地
进行巡查，发现进出车辆冲
洗不到位，土方未湿法作业
等问题，执法人员立即要求
其整改到位。生态环保使命
光荣、任重道远，环保人夜
以继日、全力以赴，虽然面
带疲容，但脚步依然坚定，没
有丝毫停步稍歇和一点松劲
懈怠。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于悦 通讯员 梁越） 10月
17日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为让老人们过一个安乐祥和
的节日，济阳街道窑头居、韩
家居、榆梁居居委会走访、慰
问老年人，并为他们发放“过
节费”。

17日8时许，窑头居居委
会门前便排起了长队，60岁以
上的老人高兴地领取居委会
为他们准备的1桶花生油和
100元“过节费”。对于行动不
便的五保户鲁爱玉，居委会干
部则来到敬老院将“过节费”
送到老人手里。

同时，城里管区包村干部
张素芹及韩家居居委会干部8
时便开始挨家挨户走访、慰问
老年人，并为66岁以上的老人
送上1000元“过节费”，60-65
周岁的老人可获200元补助。
此外，重阳节这天，榆梁居居
委会也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

包了300元红包。每位领到“过
节费”的老人都乐得合不拢
嘴，连声道谢。

据统计，今年街道三个村居
共220余位老年人领到了过节红
包。近年来，随着三个村居集体

经济的不断壮大，窑头居和韩家
居已有20余年在重阳节当天以
不同形式为老年人过节，榆梁居
也从去年开始发放“过节费”，让
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祥和而又美
好的重阳节。

法法制制宣宣传传进进校校园园““警警察察蜀蜀黍黍””在在身身边边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于悦） 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
全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安全意识，加强校园及周边扫
黑除恶宣传，营造一个有利于
学生健康成长的安全、文明、和
谐的校园环境。10月16日下午，
济阳区公安局济北派出所民警
前往辖区内济北中学开展宣讲
法制报告会。

报告会上，民警分析了当
前社会和校园周边安全形势，
讲解了当前青少年常见的违法
犯罪类别及原因，运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学生喜闻乐见、生
动鲜活、触目惊心的青少年
犯罪案例，向学生传授了防
盗、防抢、防骗、预防犯罪等
方面的知识，联系实际，以案释
法，以法论事，告诫同学们引以

为戒，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
意识。

通过法制报告会，进一步
增强了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
意识，提高了学生抵制不良诱
惑的能力。最后，全体师生表示
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积极
参加法制教育活动，认真学习
法律知识，做“学法、懂法、守
法”的好公民。

齐敏遗失位于济阳县济北开发区汇鑫路禧福凤凰城购房发票，发票代码：237011691101 号码：00083384 金额：478220元。
张庆辉遗失位于济阳县济北开发区汇鑫路禧福凤凰城购房发票，发票代码：237011691101 号码：00083195 金额：386360元。挂失

为了让家长全面了解孩子
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0月17
日、18日，天山外国语学校举行了
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们走进课
堂，与学生一起听课，课间休息
之余，教室外展示墙上的优秀作
业吸引了家长们的驻足，家长们
参观了宿舍和餐厅，全面了解了
孩子在校的住宿和餐饮情况。

此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受到
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通过开放
式沟通，让家校零距离接触，增
进学校、教师、家长之间的教育
合力，共同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的环境。图为开放日，家长
们看孩子作画。

本报记者 于悦
通讯员 吕文华 摄影报道

老人们收到过节费，乐得笑不拢嘴。

曲堤

镇西魏村第

一届老人节

欢庆大会在

村文化广场

举行。

近日，济阳区教体局教育
教学研究室一行三人到济阳
区第二实验中学进行调研、
听课和指导学科教学。三位
教研员对学校推行的“自主互
动学习型”课堂模式做出很高
评价。

（齐玉娟 李静）
10月13日，实验小学举办

德育工作专题报告会，会上王
翔宇教授作了“有效德育何以
发生”的报告，对该校下一步

德育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潘杰）

10月16日，闻韶中学在七
兵堂保安公司的配合下组织
全校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
及防外来侵犯演练活动。

（王继安）
10月18日，孙耿街道办事

处中心小学周羽菲同学在济
南市2018年“国防教育知识竞
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胥双）

葛教育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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