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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滨海新区(银滩)有这么一处红色教育阵地

简讯

中欧创业板两年定开基金获批发行

据悉，中欧创业板两年
定开混合型基金于6月22日
获批，并将于近日公开发
行。作为业内首批获批的4
只创新产品之一，中欧创业
板两年定开基金是为创业

板注册制量身定制的战略
配售基金，可以主动选股，
可以打新，可以战略配售，
将成为普通投资者参与创
业板改革的利器。

据了解，中欧基金近

年来致力于打造多策略投
资精品店，聚焦主动管理
这一核心竞争力，注重基
本面研究，坚守长期价值
投资，并取得了长期稳健
的业绩回报。

在乳山滨海新区(银滩)党群
服务中心，有一个红色银滩展厅，
集中展示了滨海新区抗战时期的
红色故事。如今的银滩人可以自豪
的说：“北有胶东乳娘，南有红色银
滩。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红色文化
熏陶，传承红色基因”。乳山市滨海
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要
采取实景展示+视频还原相结合方
式，打造乳山南部红色教育阵地，
建成与北部胶东乳娘遥相呼应的
红色乳山文化载体。

大家都知道位于山东半岛东
南端的银滩，有着110公里的海岸
线，旅游资源丰富，银滩可不仅仅
是只有这一面，这里有“蓝色银滩”
养生资源，“古色银滩”遗迹，“绿色
银滩”田园综合体，尤其是拥有众
多“红色银滩”抗战故事。跟随笔者
的步伐，我们一起去细细聆听《红
色银滩》这段沉甸甸的革命故事。

渔民打民团

渔民翻身碑记录了沿海渔民
抗捐税斗争的历史，当时地主豪绅
借势军阀统治之威横行乡里欺压
百姓，出身渔民之家的宋潮文联络
当地姜国元等人发起渔民联合会
组织农渔民进行反抗，二人被推选
为会长、副会长。

帽山聚会解散了民团缴获了枪
支使得农渔民结成一体力量，宋潮
文后来投身抗日革命活动成为渔民
抗日救国会会长，副会长姜国元也

是位抗日传奇人物，他曾在一天之
内数次化险为夷当时日军有个口号

“捉住姜国元，能顶八路一个团！”可
见，姜国元的智慧和胆识有多强。

特支成立地

1932年12月，于俭斋在老鸦庄
建立中共牟平特支(又称老鸦庄特
支)并任书记，刘经三、侯岳西、于
俭业任委员。至年底，牟平南乡有
共产党员50余名，为革命事业开展
打下坚实基础。

胶东特委联络站

1933年2月，张静源与刘经三等
在嶞崮山霄龙寺建立了胶东特委首
个秘密联络站。作为党的秘密联络
机关，随着工作的全面开展经费不
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燃
眉之急，刘经三打起了自家主意，用
麻袋“绑票”父亲，并在院子留下一
封信，要求家人在第二天凑足300大
洋，不明真相的家人只好照办不误。

刘经三为了革命“绑架”父亲
要钱的故事，从为人孝道上看是

“大逆不道”，但从革命事业来说却
是“雪中送碳”，使得霄龙寺秘密联
络站坚持了下来。

寺山闹学潮

瑞泉中学是乳山境内最早的
中学，在民间享有“胶东黄埔军校”
的美誉。它的前身是瑞泉院小学，
由徐家镇开明绅士徐宗尧捐款1万

元与他人合作创办。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需要，徐

宗尧又萌生了兴建中学的想法。为
募集建校资金，他奔走于亲朋好友
之间，游说于全国各地老乡，终于
在1925年建成了瑞泉中学，自己亲
任校董事长并登台授课。后来，刘
经三同志继任校董事长。学校主要
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印发党的材料
等，也培养了像东海区著名指挥员
蔡雍泉等一批革命骨干。 瑞泉中
学在进步教师的倡导下，在“学生
自治会”的组织下，新旧思想进行
了激烈交锋，引发了学生罢课抗议
求真理的闹学潮。

嶞崮山起义

1940年初，当时正值日军扫荡
时期，国民党三区区长王济占听到
消息后，迅速解散了队伍，枪支弹
药交给了他的儿子王厚塾和指导
员陶景斋藏了起来。为了保险起
见，他们费尽心机，把枪支和枪栓
分开藏在了不同的地方。在起义领
导者孙传祝、侯岳西等人的威慑下
二人很快交代出了实情。

此次缴枪行动大快人心，共缴
获弃枪52支，同时还找出了近千发
子弹、近百枚手榴弹和几十把劈
刀，为即将开展的武装起义提供了
武器保障。

奇袭盐务局

乳山籍当代作家冯德英先生

创作的长篇小说“三花”，其中《苦
菜花》的人物原型于得水将军，是
我们胶东的民族英雄。

他先后负过7次伤，秘密养伤
多处。抗战胜利前夕曾经在海阳所

“典爷”家养过伤，许世友将军来此
探望并议事逗留了3天。所以直到
现在，最让海阳所赵家庄村人引以
为豪的一件事就是“于得水将军在
典爷家养过伤，许世友将军在典爷
家住过宿”。于得水这个名字的由
来也源于这些帮助过他的革命群
众，他曾感慨道:“自己的命是群众
给的，是群众保护了我，我这条

‘鱼’，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水’。”
随即改名于得水。

1936年，在第四届特委的领导
下，党的发展和活动出现了新的转
机，胶东红军游击队信心百倍开展
新斗争。当得知特委同志经常一天
的生活费还不到一两毛钱，于得水
提出了攻打国民党垒子盐务局的
想法。这次奇袭行动连锅端了盐务
局，缴获了大量武器和银元，游击
队连夜将缴获的武器掩藏在徐家
老鸦庄村。由于敌人告密以及现场
发现的斗笠，于汉业、于守湖等老
鸦庄五壮士英勇就义。

胶公鼎盛地

胶东公学即现在的鲁东大学，由
胶东特委仿照陕北公学的模式创办，
在当时被公认为“胶东最高学府”。

1943年，胶东公学迁移到白沙

滩宫家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稳定
教学工作，全校师生达到600多人，
是胶东公学最盛时期。胶东公学几
经迁址和改名，但师生们始终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当地群
众建立了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而
且学校还有一项规定，每个学生每
天都要做半个小时的民运工作，主
要是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和各项
政策等。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
班，因此胶东公学师生成为驻地群
众的贴心人和好参谋，群众遇到什
么困难都来找他们商量。

曾经有一户地主家的童养媳
不堪折磨，在胶东公学师生帮助下
毅然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了一名
坚强的共产党员。

医院驻扎地

1941年秋，胶东行政联合办
事处在荣成大岳家筹建胶东医
院，1942年6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
1947年秋，经附属所政委原野安
排，警卫员于浩把东海军分区卫
生处附属所三四十名伤员领到乳
山县家乡。分散驻扎在王家口、焉
家、小陶家、宫家等村，邵家村也
有进驻，后攻打海阳受伤的战士
也转移到王家口治疗。冬季迁移
至文登县铺集村。乳山县地方医
院除留3人担负地方的医疗任务
外，其他人员并入附属所，为抗战
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徐园园 张学青)

近期，诸往镇中心学校小学部开展了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既增强了学生的心理保健

意识，也疏解了其心中的困惑，促进学生更

好成长。 (王新颖)

为助力乳山精致城市建设，下初镇中心

学校开展“精致农家小手拉大手”活动，引导

学生自觉做精致农家创建活动的宣传员、践

行者。 (张伟)

近日，午极镇中心学校举行“中考冲刺

阶段复习策略及心理疏导会”，为初四学子

备战中考做出指导性建议。 (孙少华)

为了让学生深切感受名著阅读的快乐

和魅力，乳山市大孤山镇中心学校在全体同

学中开展了“我阅读，我快乐”的名著推荐活

动。 (宫飞)

为激励教师积极梳理班本课程，也为

全面发展幼儿的兴趣爱好，乳山市下初幼

儿园开展小班班本活动展示。 (刘粉)

南黄镇中心学校精致校园建设正当时，

精致环境为校园景观增绿，精致管理为校园

生活添彩。 (刘思秀)

复学后，冯家镇中心学校非常重视每周

主题班会的开展，引导学生感恩祖国、感恩

逆行者，并学习防疫知识，增强防护能力。

(谭远敬)

为了激发初四学生的学习斗志，营造浓

厚的备战中考氛围，诸往镇中心学校召开了

以“家校同心 突破临界”为主题的家长会。

(刘进涛)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组织开展教师师德

“负面清单”自查整改活动，全体教师认真自

查，针对自查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王梅燕)

南黄镇中心学校开展线上家长会，在防

控疫情的前提下，加强家校连接，家校共育，

促进孩子成长。 (刘英飞)

为切实维护好孩子们的视健康，乳山市

实验初级中学积极组织学生收看了省教育

厅组织的《光明的未来-----近视防控大课

堂》节目。 (单晓燕)

乳山市畅园学校党支部开展“永葆初

心、勇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深入

学习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围绕如何抓好贯

彻落实，开展专题讨论交流。 (张玉花)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防止发生

溺水事故，乳山市西苑学校近期组织开展了

防溺水安全班会、防溺水手抄报比赛等一系

列活动。 (宋丽丽)

为共建平安校园，南黄镇中心学校邀请

公安局的高警官举行了“预防校园欺凌”法

制报告会，全校中小学师生听取了报告。

(刘红梅)

近日，乳山下初镇中心学校对师生开展

了森林防火教育。大家承诺：做好森林防火

宣传员，不在野外用火，保护绿色家园。

(李辉)

乳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开展“打造精致

校园 文明从我做起”主题教育，进一步加

强了师生的环保意识，有力推动了精致校园

建设。 (姜守策)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开展了对辖区危险

水域大排查活动，组织教师摸清分包村区域

内的危险水域有无警示牌，并拍照记录，消

除了安全隐患。 (秦珊珊)

为有效推进特色学校建设，大孤山镇中

心学校围绕年度工作建设，以特色文化氛围

创设和特色活动引领，带动特色学校建设走

向深入。 (冯进超)

乳山市诸往中心校积极配合“精致化建

设”的社会目标，响应教体局工作部署，多举

措积极开展打造精致校园活动。 (刘孟鸿)

为切实提高教学满意度、强化教学效

益，乳山寨中心学校举行了线上家长开放日

活动，让家长与教师进行“零距离”接触。

(于海艳)

下初中心学校开展学《党章》主题活动，

教育党员用崇高的信念固牢本心，立德树人

勇担使命，人人争做优秀党员。 (韩忠浩)

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乳山市第二

实验小学举行了第二届博雅学子讲坛活动，

经过激烈角逐，冯晨洋等博雅少年登上了讲

坛。 (于小宁)

近日，乳山怡园中学隆重举行2020年上

半年新团员档案填写和入团宣誓仪式，63名

新团员和部分老团员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刘仁政)

为让学生体会到预防近视、保护眼睛的

重要性，府前路学校组织全体学生进行视力

测试活动，并对学生进行生命健康教育。

(邵芹)

近日，海阳所镇中心学校开展复习研讨

课活动，形成了复习课的模式，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宋伟杰)

乳山市徐家镇中心学校隶属滨海新区，

外地转学的同学非常多，学校严格排查制

度，追寻学生接触的人员等，做到早发现早

处理。 (徐卫东)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青少年

传承好家风，临港区苘山小学开展以“小家

传大爱，共筑家国梦”为主题的家风家训系

列活动。 (鞠方方)

近日，诸往镇中心学校开展了“晒晒我

的家，争做精致居家小能手”劳动展示活动，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

(徐文利)

为了调整开学后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状

态，乳山市光明街小学党员教师带头开展思

政大讲堂和师生心理调节等活动。(姜伟然)

近期，新冠疫情依然严峻，下初镇中心

学校坚持把防控工作当成常态来抓，不松

懈，不侥幸，有力保证了师生的身体健康。

(刘玉东)

近日，乳山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在强国平台推出“用劳动点亮生活，美化生

活”的实践教育微视频系列活动，通过活动

的开展，引导学生多动脑，多动手，提高动手

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受到广大家长和教师

的好评。 (丁鑫 郑阿芳)

乳山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一系列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引导教师关注自身心理健康，

做学生强有力的心灵支持者，取得一定成

效。 (王晓华)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6月23日，

白沙滩镇中心学校小学部开展了“浓情端午

节，荷包寄真情”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绣荷包，系五彩线，手工

折纸等，利用自己手中的彩线和彩纸制作了

一个个精美的荷包、香囊，并将这些寄托真

情的手工制品送给自己的亲人。此次实践活

动，引导广大同学们了解和感受中华传统节

日文化习俗，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美德，提高了学生的爱国意识，增强了民

族自豪感，激发了爱国热情。 (郑美丽)

“一链办理”疏堵点，畅通办事大渠道

今年5月份，乳山市被确
定为全省“一链办理”改革试
点县，作为全省9个试点单位
之一，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以敢舞风云雷电于胸的魄
力承担起改革工作任务，以

“新时代、馨服务”精神为目
标，在政务服务改革大潮中
铿然前行，大胆迈出了新时
代具有乳山特色的政务服务
改革之路。

为确保“一链办理”政务
工作尽快落地并顺利实施，
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涉
及到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等
多个领域，共计34个行政审
批事项纳入“一链办理”范围
内。“一链办理”即打破部门
界限，注重整体联动，实现集
成服务，变过去企业、群众到
不同部门“办几件事”为全链
条办理“一件事”，目的就是

实现“一件事”一个窗口中受
理，一张表单列明所需各种
材料，一套流程一次办好。

目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在全面深入推进“一链办理”
改革，“一链办理”的34个事项
清单材料现已全部整合完毕，
正逐步落地实施，并计划在此
基础上不断扩大“一链办理”
事项范围，办事渠道将进一步
畅通。 （刘云霞）

人和完小：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
为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

的防溺水意识，掌握防溺水知
识和技能，提高自救互救能
力，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人
和完小开展了以“预防溺水
守护安全”为主题的安全教育
活动，筑牢防溺水安全之堤。

通过电子屏播放防溺
水宣传标语，红领巾小广
播，绘制手抄报等形式，在
全校范围内营造防溺水氛
围，预防溺水，警钟长鸣。

通过中队钉钉群向队员
家长发送防溺水等安全提示

警示信息，提醒家长履行对
队员离校期间防溺水安全教
育和监管监护责任。尤其是
在放学后、周末和节假日，家
长要承担起对学生安全监管
的第一责任，多陪伴孩子，看
管好孩子。 （陈丽华）

乳山市特教学校开展防网络诈骗主题班会

为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宣传，营造安全、健康、文明、
和谐的网络校园。乳山市特
殊教育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
时间，组织各班召开网络安
全教育主题班会。

学校安全教育工作是一
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
社会、学校、家庭的密切配
合。班会课上各班主任老师

利用PPT提醒同学们怎样正
确对待网络交友，文明使用
网络用语；引导学生观看相
关视频，利用具体的事例，让
学生们了解沉迷网络有哪些
害处；从而让学生明白怎样
健康文明绿色上网，及合理
使用网络。告诫学生网瘾的
危害、教会如何防范U盘、移
动硬盘泄密、简单了解《网络

安全法》。
举办这次网络安全教育

主题班会活动不但培养了学
生健康上网、依法用网、文明
护网的意识，而且增强全体
师生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
自我保护技能，切实营造网
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的良好氛围。

(于海芹)

致敬逆行英雄 为爱守护家园

威海银座家居幸福店向援助湖北英雄赠送40 . 32万元装甲门

28日上午，由威海市红十
字会、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办，环翠楼街道商圈党
群服务中心、银座家居幸福
店协办的“致敬逆行英雄、为
爱守护家园”活动在银座家
居幸福店展开。由梵蒂斯威
海银座家居旗舰店定向为威
海市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24
名医护人员赠送总价值40.32
万元的高端装甲门入户。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
炎疫情全面爆发，在病毒肆
虐的艰难时刻，威海市先后
三批24名医护人员奔赴到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逆行冲锋在
了这场战斗的最前线。如今，
这24名援助湖北医护人员已
圆满完成援助湖北任务、载
誉归来。银座家居幸福店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致敬逆行英
雄，呼吁更多的企业、爱心人
士投入到社会公益及正能量

的宣传和行动中来，共同为
“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贡
献力量。

活动伴随着银座家居幸
福店员工为援助湖北医护人
员们送上的“听我说谢谢你”
手语操节目在温馨的氛围中
拉开帷幕，威海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成员、二级调度
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丽
发表讲话，银座家居幸福店
总经理段宏波、梵蒂斯山东
大区总经理阙祖斌致辞后，
威海妇幼保健院内科主治医
师王春燕及威海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卫方

方、护士全璟进行了事迹分
享自己从“逆行”出征、到湖
北后与各地医护人员一起，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挽
救一个个鲜活生命、与病人
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

樊蒂斯山东大区总经理
阙祖斌说：“疫情发生以来，广
大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迎
难而上，英勇奋战在防疫最前
线，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作为企业，今后我们也要
发扬战疫精神，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连宁燕）

近日，乳山市府前路学
校党支部全体党员教师和退
休老党员来到诸往镇下石硼
村红色遗址，分别参观了枪
械维修旧址、兵工厂、胶东公
学等遗址，与诸往镇党支部

携手开展“建过硬支部 提
服务效能”联合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互动学习，同提高，
共成长，为打造学校品牌党
建努力前行。

随后，全体党员到下石硼

红色基地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让这一方星火燎原地将革命
精神永传承，并结合党员定岗
扛旗网格实际，围绕如何抓好
贯彻落实，开展专题讨论交
流。 (陶庆敏)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党支部举行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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