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基建”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建强滨州电网

近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电
网建设第三临时党支部与淄博瑞
安输变电工程公司党支部在滨州
京东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部
共同开展“共学党史聚合力，打赢
投产攻坚战”主题党日活动，鼓励
大家要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争创

“精品工程”。
近年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抓实“党建+基建”深度融合，在党
史教育活动中，创新活动载体和
方式，把“三会一课”开到工程现
场，将党史学习和周例会相结合，
既学习了党史又不耽误讨论施工
方案。坚持“四个管住”，激发工程
建设参建队伍的工作活力，组织
参建人员见仁见智，凝心聚力，让
红色党旗飘满工地，全力引领滨
州电网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石红芳 成印健)

关关于于一一氧氧化化碳碳，，这这些些你你知知道道吗吗？？

一、一氧化碳中毒后，可能有哪些
征兆？

1 .轻度中毒
头痛、头晕、耳鸣、眼花、恶心、呕

吐、四肢无力等症状，脱离中毒环境，呼
吸新鲜空气后，症状可迅速消失，一般
无后遗症状。

2 .中度中毒
在轻度的基础上，会出现皮肤黏膜呈

樱桃红色、面色潮红、多汗、心率快、神志
不清、意识模糊等症状，如抢救及时，数天
内可完全恢复，一般无后遗症状。

3 .重度中毒
进入昏迷状态，四肢厥冷、口唇、面

色苍白或紫绀，死亡率高，即使存活下
来也可能有严重后遗症。

二、现场如何施救?

1 .如果发现中毒者有晕厥感觉，应
当及时将中毒人员搬离当时的环境，转
移到空旷的地方，检查呼吸是否通畅。
同时，检查口鼻，发现口鼻中有异物时，
应当及时清除，使其及时吸入新鲜的空
气。

2 .对轻度中毒人员，可以用手指用
力掐人中，或用手掌按摩身体，使其保
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3 .当发现中毒情况较为严重时，如出
现面色苍白、四肢无力，有抽搐、体温较
高、口吐白沫等症状时，应尽快拨打120急
救电话，或立即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三、救治患者时需注意哪些问题?
1 .现场抢救病员时，抢救者应切记

防止自身中毒。
2 .不可对患者采用民间流传的灌

醋、灌凉水、接地气等土方法，以免导致
无法弥补的后果。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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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视频观看量超4000万，这位“宝藏老师”为啥火了？

物理课堂演“功夫”功夫其实在课外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本报讯 2021年以来，菏泽
市单县充分发挥“百姓宣讲”队伍
的主力军作用，百姓宣讲员巡回
全县城乡，走进农村、走进企业、
走进学校、走进机关，深入开展
以“中国梦·新时代·跟党走”为
主题的宣讲活动，同时动员基层
群众走上百姓宣讲舞台，讲好党
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
义发展史，从而教育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凝聚更大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单县把百姓宣讲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有机结合，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家庭站等主
阵地，“专业”宣讲队伍和老干部、
老党员、英烈后代、重要事件亲历
者和见证者等深入基层开展志愿
宣讲。

(本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山东省县乡
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和《历下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人
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
历下区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工作已启动，2021年12月
28日为选举日，2021年12月8日
张榜公布选民名单。

凡是户籍在济南市历下区智
远街道辖区范围内且在2003年12
月28日24时以前出生的年满十八
周岁的中国公民，有选举权并能
够行使选举权的应依法主动到所
在社区进行选民登记；行政关系
转入社区的离退休人员到所在社
区进行选民登记；智远街道辖区
内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企业职工、在校学生，在所在
单位的选区进行选民登记。

逾期未登记者,视为主动放
弃,不再列入此次选举选民名单。

特此公告。
历下区选举委员会智远地区

选举工作指导组
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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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物理实验课
提前一周做准备

“这里有一个空的啤酒瓶，
还有一把橡胶的锤子，用锤子
敲击啤酒瓶的瓶口，并不能把
啤酒瓶敲碎……”在讲台上，于
承霖将水装进同样的啤酒瓶，
再次用橡胶锤敲击瓶口，啤酒
瓶底部迅速脱落……为了让同
学们了解其中的奥秘，于承霖
向学生们展示了高速摄像机拍
下的瞬间，“啤酒瓶下的小气泡
消亡了，啤酒瓶就碎了，这其中
蕴含着一个物理规律——— 空
化。”

实验很成功，课堂效果特
别好。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
了准备橡胶锤敲击啤酒瓶这
节物理实验课，于承霖提前一
个星期买了七八瓶啤酒，在家
反复做实验。“如果只是单调
枯燥地去讲知识的话，学生兴
趣不高，学得也不是很好。后
来，我开始尝试在课堂上加入
一些有趣的实验。有一些是演
示实验，我让大家都参与进
来，这对他们掌握知识是非常
有帮助的。”

一开始准备工作并不太顺
利，于承霖也吃了点苦头。“最
开始是用手击打瓶口，可是试
了很多次都没能击碎，手也拍
肿了。”于承霖说，经过前期的
测试，自己最终换成了用橡胶
锤击打，让这个物理实验达到
最好的效果。

两年原创40余个实验
让物理知识更好玩

“电梯里手机为什么没有
信号?”讲台上，于承霖拿出一
个铁盒，把自己手机放在铁盒
里，让一位学生配合拨打，铁
盒里没有传出手机的来电铃
声。

“电梯就是个大铁盒子，
手机没有信号是‘静电屏蔽’
的原理……”将实验“搬”进物
理课堂是于承霖近年来开始的
新探索。

谈起设计实验的起因，于
承霖说，作为一名物理老师经

常听学生谈到物理好难，枯燥
难懂，于是便想通过实验的形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019年年初，于承霖利用
工作之余，在多个视频平台开
设了自己的媒体号。创立了“你
身边的物理学”科普栏目，他开

始尝试通过自制视频的方式，
为更多的人普及物理科学知
识。比如“断了电的插座还有电
你信吗”“为什么在商场试衣服
更好看”等视频都获得了网友
的大量关注和点赞，让大家认
识到学习其实很简单，知识也

可以很有趣。
为了录制视频，于承霖购

买了单反和三角架，并专门布
置了场景。制作短视频的三年
时间里，于承霖原创设计了四
五十个“接地气”的物理实验。
有些实验耗时长、难度大。他经
历过很多次失败，但在实验成
功的那一刻，在看到学生们对
物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时，他
觉得他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
得的。

除了做科普视频外，他还
会利用媒体平台向学生和家长
分享一些学习方法和教育心
得，让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
到更多的人。

与学生相处像朋友
学生爱上“宝藏老师”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这是于承霖老
师秉承的教学理念。在他看来，

“逼着学生去学习，不如让他们
主动去学习”。于是，他通过实
验让物理知识活起来，引导学
生主动思考和探究物理方面
的问题。有的学生还利用课余
时间、周末、假期主动做物理实
验，学习和动手能力都得到提
高。他们慢慢地爱上了物理，也
爱上了于承霖这位“宝藏老
师”。

新高考政策下，科目的选
择影响到学生未来大学专业
的选择，也对物理老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于承霖生动有
趣的课堂上，多名学生对物理
学科产生了兴趣，成绩也有了
提高。

从教9年，于承霖不仅是
物理老师，还是一名班主任。

“我与学生的关系就像朋友和
兄长，他们有学习的困惑或者
烦心事都会找我聊一聊，平时
我也会和学生打打乒乓球。”
谈起学生管理，于承霖用细
致、耐心、爱的教育几个词来
概括。

“于老师是一位有想法、有
热情、懂创新的青年骨干教师。
他的物理课，深深地吸引着学
生，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爱学、会
学、乐学，这才是教育该有的
样子。”济钢高中校长邢文明
评价说。

1、高档野生即食
刺参：6-8年壮年参，6
斤仅999元。本周特惠

“买6斤送8斤”，14斤
只需1998元。

2、大连野生即食
“参王”：个大刺好，8
年壮年参，550元/斤，
买2送2，4斤1100元。
大连优质刺参特惠
100头只需999元。

3、老淡干海参：刺
长肉厚，涨发高，真正
老淡干，吃完都是回
头客，本周特惠5折。

4、沂蒙山成熟蜂
蜜：纯天然，香甜可
口 ，特 惠 买 5 斤 送 5
斤，10斤仅299元。

电话：400-848-7677
(各地免费送货)
地址：济南制锦市街31
号瑞品堂(五龙潭西门
北200米，13中南)

海海
参参

头头

元元
蜂蜂
蜜蜜

折折

110000

999999

55

手拿一把橡胶锤，猛地一下敲向啤酒瓶瓶口……这是济钢高中物理老师于承霖上课时的一个场景。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在演功夫片，其实他是在做实验。物理课书本中那些难懂的知识点，就这样被他变成
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实验。会演“功夫”的于承霖为了惠及更多学生，还把自己的实验视频传到网上，
这也让他火了起来。截至目前，于承霖设计的40多个小实验视频，在各视频网站累计观看量超过4000万，
他也成为同学们口中的“宝藏老师”。

客户部：85196192 85196239
专刊策划中心：85193072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6379
健康民政新闻事业部：85193749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145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全媒体中心：85196380
文旅全媒体中心：85196613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视频中心：82625465
互联网与科技事业部：85196382
大数据运营中心：8519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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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四史”故事
凝聚更大合力

通告

于承霖在课堂上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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