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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 张吉华 高官寨镇驻地东首 无烟煤 硫

2 煤炭
章丘市高官寨老拉
煤炭经销处

高官寨镇高官寨村西瓜市
场北

煤炭ZQ0816-1 硫

3 煤炭
章丘市高官寨老拉
煤炭经销处

高官寨镇高官寨村西瓜市
场北

煤炭ZQ0816-2 挥发分

4 煤炭
章丘市高官寨老拉
煤炭经销处

高官寨镇高官寨村西瓜市
场北

煤炭ZQ0816-3 挥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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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一一种种骄骄傲傲，，叫叫我我是是一一中中人人””
章丘一中老教师坚守三尺讲台三十年，只为桃李更芬芳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革新

闫守忠：
坚守一线教学37年

闫守忠，1981年参加工
作，任高中英语教师，37年来，
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并担任多年
班主任工作。作为一名普通教
师，他一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
业，时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
准要求自己。“坚持从事一线教
学，可以使自己永不落后。另
外，每逢看到孩子们学会新知
识，都会有满满的成就感。”55
岁的闫守忠是章丘一中仍坚持
在一线教学年龄最大的老师，
从教三十余年，始终坚守“不备
课不上课”的信条，坚持上好每
一节课，力求让学生每节课都
有收获，不浪费有限的教学时
间，提高学习效率。他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演绎了
平凡。

“章丘一中是一所农村学
校，承载着很多农村娃的大学
梦，每年看到孩子们考上心仪
的大学，真心为他们高兴。”闫
守忠告诉记者，从教30余年早
已融入章丘一中这个大家庭
中，接下来的日子，只要自己身
体条件允许，会继续和孩子们
在一起，努力干好这份事业。朴
实无华的语言，道尽闫守忠老
师的苦与乐，忙碌和执着，奉献
和敬业。

张仁春：
做有思想的数学老师

张仁春，51岁，章丘一中
的一名数学老师。幽默风趣，数
学功底深厚，总是用最活泼的
语言讲清每一个抽象的数学原
理。执教30年，一直坚守在教
学一线。目前承担两个班的教
学任务。因独特的教学风格，成

为学生最喜爱、最崇拜的老师。
“没有思想的人等同于没有灵
魂，没有真正的能力，不能拔
高，只会模拟。要想学好数学，
必须要有知识＋方法＋思想的
理念。”张仁春告诉记者，在课
堂上常常会渗透哲学思维等，
鼓励学生做个有思想的人。

三十年执教坚守，张仁春
选择了淡泊，摈弃了名利，始终
以积极的心态工作着。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张仁春老师经常
会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校老
师进行爬山等户外活动。“没有
健康的身体，何谈继续工作？年
过半百的人，只有管好自己的
身体，才能有机会和孩子们并
肩奋斗。”张仁春告诉记者，自

己曾有多次机会调离章丘一
中，但因爱着这片热土，热爱一
中学子的朴实勤奋，热爱一中
老师的务实进取，最终选择了
留下。

王世良：
和孩子在一起显得年轻

王世良，1968年生人，章
丘一中的一名体育老师。执教
27年，因为从事着自己喜欢的
工作，所以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和孩子在一起，显得我很年
轻。”当谈到为何一直坚守教学
一线时王世良笑着说，练体育
的学生都很不容易，并且在训
练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受伤。

每当看到学生刻苦地训练，他
心中始终萦绕一个念头，干一
天就要带孩子训练一天，不能
让孩子的前程砸在自己的手
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
王世良虽已年逾半百，但对教
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没有锐减，
每天都会带队训练，亲自示范
动作，对学生要求宽严有度。

“从没考虑过退休的事情，退休
就意味着老了。如今能在教学
一线，说明自己还是有用的
人。”王世良表示，现在各行各
业竞争都很厉害，每个人都在
努力工作，没有理由喊苦喊累。
认真过好每一天，干好每件事
情，才能对得起那份工资，对得

起这份事业。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王世良还是一个热心肠的
人，在章丘一中这个大家庭里，
谁有个红白喜事，他都会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焦守财：
奉献一中，从不后悔

焦守财，59岁。1980年9
月—1982年2月，在章丘县教
师进修学校工作；1982年3月
调入章丘一中工作至今。先后
从事拖拉机驾驶员、校车驾驶
员、学校电工、仓库保管员等多
项工作。连续多年年度考核被
评为优秀等次。“当年从县城调
到农村，我一点也不后悔，加入
一中这个大家庭，聆听老一辈
一中人的教诲，使自己受益无
穷。”焦守财告诉记者，身边的
很多一中人都退休了，但他们
的身上那种严谨的教学态度和
为人和善的生活方式，影响了
自己的一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调
入章丘一中以来，焦守财老师
已经在一中连续工作了36年！
提起他，所有一中人都会亲切
地称呼他一声焦师傅。“每个岗
位都有存在的价值，把平凡的
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也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情。”谈到自己的工
作焦守财告诉记者，身为一中
人，他很骄傲。三十六年，一中
的家人们给予了他很多帮助，
从他们的身上也学会了务实、
敬业。今后的日子会一如既往
地把普通的工作做实做细，一
心一意地坚持，努力站好最后
一班岗。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他们
曾是才俊书芳华，如今夕阳生
华发。三十多年付出，他们用坚
守书写奉献，用责任诠释担当，
他们虽不再年轻，但雄心不老！
他们甘用全部的精力和智慧站
好最后一班岗，引领学生走向
最美好的明天。

从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到五十多岁两鬓白发的老者，执教三十多年的他们，始终以教师职业
为荣。三尺讲台，他们辛勤耕耘，挥洒汗水，只为给孩子们最长情的陪伴。如今，他们虽已年逾半
百，但每天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着每一个孩子，指引着他们走向璀璨的未
来！这些老师做的事也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完美地诠释了“抱朴
守拙 登高自卑 革故鼎新 臻于至善”的“一中精神”。近期，我们将陆续刊发章丘一中优秀教
师的事迹，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从左向右依次为：王世良、焦守财、闫守忠、张仁春

第第六六届届章章丘丘质质量量奖奖建建议议授授奖奖名名单单公公示示

根据《章丘质量奖管理办
法》规定，经山东省质量评价协
会专家组评审，第六届章丘质
量奖评审工作已经完成，现对
评出的章丘质量奖组织奖 5
个、个人奖2个，共7个拟授奖
对象予以公示。为进一步推进
章丘质量奖工作的公开、公平、
公正，自名单公示之日起3日
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名
单有异议的，均可以实名和书
面形式（注明联系方式和相关
依据）通过电子邮件向济南市

章丘区质量强区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出。

联系人：张乐新
联系电话：83230860
电 子 邮 箱 ：z q z l j g @

163 .com
济南市章丘区质量强区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1日
第六届章丘质量奖拟授奖

名单
一、组织奖5个：

1、安莉芳（山东）服装有限公

司
2、山东三齐能源有限公司
3、山东华东风机有限公司
4、济南鑫光试验机制造有限
公司
5、济南隆超石油机械锻造有
限公司

二、个人奖2个：
1、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忠民
2、山东伊莱特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品质管理中心总经理：雷
柯

唐唐王王山山路路（（上上皋皋段段））沿沿线线进进行行整整治治拆拆除除

本报11月1日讯（通讯员
刘潇颖） 为全面落实区委区
政府关于唐王山路东延工程改
造提升工作总体安排部署，全
面提升道路沿线环境，为群众
出行提供更好的便利条件。连
日来，普集街道集中人力、机械
对唐王山路东延工程（上皋段）
道路两侧可视范围内影响观瞻

的建筑物、构筑物实施整治拆
除。此次拆除工作共涉及 26
户，面积近80亩，涵盖企业、养
殖场、住宅等实体建筑。

本次拆除工作涉及到的四
家锻造企业，之前均处于正常
生产阶段，并拥有批量产品订
单，拆除难度大。面对拆除难
题，普集街道集中精干力量入

户动员，耐心细致、依法依规做
好拆除户的思想工作，同时就
拆除补偿事宜积极稳妥地与户
主沟通，优先保障群众利益。截
至目前，26处建筑物已全部下达
拆除通知，其中涉及拆除赔偿的
房屋已全部完成测绘并签订补
偿协议，房屋拆除工作已完成
10户，计划11月初全面完成。

2018年三季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
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令第16号）和《济南
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商品煤质
量指标要求的通告》（济政发
[2018]9号），济南市章丘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山东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我区煤炭商品的质量指标进
行了法定抽查检验。

依法判定不合格民用散煤
4个批次。4个批次的不合格煤
炭样品中，2个批次硫分不合

格、2个批次挥发分不合格。
对本次抽查检验中发现的

经销不合格煤炭商品的2家经
营主体，我局已依法进行了立
案调查。

（注：转载本公示时，请将
不合格商品的商品名称、被抽
检单位、标称生产企业、标称商
标、生产日期或批号、规格型
号、不合格项目一同刊用。）

附：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煤炭商品质量抽查检
验不合格名单

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章章丘丘区区煤煤炭炭质质量量抽抽检检结结果果公公示示

支倩倩（身份证号：370125198904123023）不慎
丢失购房发票两份，发票代码：3700162350；发票号
码（05674087和056984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章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煤炭商品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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