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为云南贫困地区儿
童募集玩具的公告在滨州人的微信
朋友圈广泛传播。记者经过多方打
听了解到，募集人是一位滨州的“90
后”女孩，目前她正在云南省临沧市
云县大寨镇支教。通过电话，她向
记者讲述了一个滨州姑娘邂逅云南
大山里的孩子的温暖故事……

2019年 8月，在连续经历了3
个小时的飞机，9个小时的长途汽
车，步行半个小时的山路，花费近16
个小时后，滨州“90后”女孩王圆终
于辗转到达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
镇。在这里，她将开启为期两年的
支教工作。

王圆，出生于1991年，家住滨
城区，2013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设
计专业，曾经是一名设计师。2018
年底，一个偶然机会，她参与到美丽
中国支教项目中。2019年，她迎来
了支教的机会。当年7月，在云南参
加培训后，她便赶到大寨镇团结完
全小学，见到了一群“与世隔绝”的
孩子们。

如今，王圆已在云南支教一年
有余。带着对支教生活的好奇，记
者通过电话与王圆取得了联系。“我
希望在二十多岁的年纪里，做一件
到八十岁想起来都还会微笑的
事！”在电话的另一端，一个声音温
柔而坚定地说。王圆告诉记者，她
的父母都是教师，受父母影响，大
学时期她就有到贫困山区支教的
想法，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王
圆告诉记者，父母对她这次支教非
常支持。

大寨镇团结完小是一所地处海
拔2000多米的大山里的小学，只有
一栋教学楼，加上学前班共7个年
级、13个班，总共有350余名学生。
但因师资匮乏，当地老师基本都是
包班上课。开展支教工作后，王圆
在云县担任片区队长和英语学科带
头人，负责当地的小学英语教育推
广，以及内部教研等工作，同时还教
授美术和科学。与她同时到这所学
校支教的还有2名教师，她们共同探
讨，在上课之余，还为孩子们带来很
多新鲜的东西，比如他们做的英语
广播、英语图书角、英文书法比赛
等，就大大带动了孩子们的英语学
习乐趣。现在，孩子们见面用英语
打招呼成了习惯。

一年多的支教经历，让王圆对
山区孩子们有了进一步了解。由于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地打

工，一年见不了一两
次。这些“留守儿童”
过早地学会独立，缺少
陪伴、关怀和守护。在
云县大寨镇团结完小，
有一天晚上九点下自
习后，王圆正打算陪孩
子们打乒乓球时，突然
听到一阵哭声，原来是
一名二年级的小女孩
偷偷地在角落里啜泣，
在王圆的安慰和开导
下，这名学生委屈地
说：“老师，我想外公外
婆。”第二天，王圆将陪
伴自己的玩偶送给了
这位小女生，当作对她
的陪伴。

王圆告诉记者，在
做设计师期间，她负责
玩具设计，深入研究过
玩偶能带给孩子们的“陪伴、守护”，
更加理解孩子对于玩具的依恋。因
此，她才发起了此次毛绒玩具公益
募集活动，希望每个夜晚，这些山里
的留守儿童都能有一个陪伴着自己
的玩偶，有一份可以拥抱的温暖，陪
伴他们的美梦！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山
区里的孩子打开认识世界的大门。
期待更多的人帮助远方的山里娃，
让他们有一个精彩的童年。”王圆满

怀期待地说。

捐赠需求
毛绒玩具，全新，122只。
规格：20—30cm
其他要求：无纽扣、绑带或其他

易脱落的小部件，不宜掉毛或脱色，
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联系人：王老师 15215438607
物流：中通 圆通 申通

滨州“90后”云南支教为山里娃募捐毛绒玩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徐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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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报道）为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11月11日，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在山东会堂隆重举行。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荣获“山东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滨医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翟乃亮、重症医学科王炎义荣获

“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称号。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滨医附院坚决贯彻落

实上级部门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把疫情防控救治工作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第一时间组建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各工作专班，
分工协作，加强培训，多措并举，迅
速构筑起全方位、多角度立体防控
网络；全院上下积极响应，形成了全
院动员、全员参与，群防群控的工作
局面，保障了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医院于除夕夜收治1例确诊新冠肺
炎患者，经过隔离病房5名医护人员
的科学救治与精心护理，2月11日
康复出院。

疫情爆发后，滨医附院医护人
员纷纷主动请战到最危险的“抗疫”
一线去。医院先后选派4批共25名
医护队员奔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同时，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学科带头人王晓芝教授担任滨
州市疫情处置指挥部医疗专家组副
组长，日夜奔波于滨州市县（市、区）
各级医院，指导定点医院开展新冠
肺炎患者的诊疗救治工作。检验科
副主任安佳佳收到市疾控中心实验
室支援请求后，立即前往市疾控中
心报到，参与标本检测工作。此外，
医院还多批次选派卫生技术人员到
省机场口岸、北京、新疆参与新冠肺
炎防控工作……他们克服种种困
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为解除前线医务人员后顾之
忧，疫情伊始，医院党委第一时间责
成医院工会加强与坚守抗击疫情岗
位的一线医护人员及家属联系，开
展系列慰问活动。院工会根据省、
市医护工会和院党委要求，通过组

织志愿者与援鄂家庭和隔离病房家
庭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随时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援
鄂医疗队员返滨后，医院成立了“抗
疫先锋”先进事迹宣讲团，举办多场

“抗疫先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
弘扬医务工作者在抗击疫情中的先
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同时，医院还
对滨州各中小学校进行疫情防控专
业培训，传授相关专业技术，指导开
展学前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
院上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积极
投身于疫情阻击战，切实肩负起了
卫护人民生命健康为己任的使命担
当，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
卷。

滨医附院荣获“山东省抗疫先进集体”称号

邹平经开区实验学校：

课后全方位“托管”
魏桥创业员工子女

王圆与学生们合影王圆与学生们合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中岳 报道）11月13日，山东鲁
能泰山足球学校人才输送基地
和滨州悦动足球俱乐部菁英青
训共建基地授牌仪式在佰盛国
际酒店举行。现场，山东鲁能
泰山足球学校、滨州悦动足球
俱乐部分别与滨州泰枫足球俱
乐部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也是
我市第三家与山东鲁能泰山足
球学校签订人才输送合作协议
的足球俱乐部

滨州泰枫足球俱乐部成立
于2020年 7月，软硬件设施完
善，教练员均持证上岗，现有C
级教练员一名，D 级教练员三
名。俱乐部现有学员147人，其
中2011年龄段学员25人，2012
年龄段学员24人，2013和2014
年龄段学员98人。俱乐部在建
设之初，得到了滨州实验学校的
大力支持，这为俱乐部的长期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俱乐
部的学员主要为滨州实验学校

各年级热爱足球运动的学生。
泰枫足球俱乐部成立后，致

力搭建幼、小、中、高的衔接平台，
积极为学员创造更优质的发展环
境，让孩子们“走出去”接触好的、
更高水平的队伍，把“常赛”制度
融入到日常训练中，更贴合实际
地去延伸“以赛代练”，让学员们
从俱乐部中体会“比学赶超”的氛
围，更好地发挥自我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俱乐部在完成既定训练
目标的同时，更注重每个学员的
文化课成绩，让孩子们不仅要踢
好球，更要培养全方位的发展状
态，让小学员们真正实现“两条
腿”走路。

下一步，泰枫足球俱乐部将
逐步组建各年龄段球队、精英
队，让更多优秀的队员有机会跟
随鲁能青训队伍锻炼学习。同
时，俱乐部将在3—5年内全力打
造好球队平台，增加精英队发展
空间，不断引进优秀教练团队为
球队指导训练。

滨州泰枫俱乐部成
鲁能足校人才输送基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默 任斐 丁春晓 通讯员 司光昌 报
道）11月14日，“写意滨州 别样乡
情”市树市花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
中海公园举行。

据悉，“写意滨州 别样乡情”
市树市花征文活动由市城管局、滨
州日报社·滨州网主办，活动自今
年5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文学
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共征集到来自
我市各县市区，以及武汉、晋江、泸
州等省外的优秀文学作品300余
篇，活动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投稿的文学爱好者以我市的
市树白蜡树、市花月季花为主题
进行创作，或是通过一篇篇散文
娓娓道来的讲述，或是通过一首首
诗歌抒发浓厚的情感，写出了市树、
市花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道出了
自己的所想所悟所感，更展示了我市
的地域特色文化和城市形象。

经过初审，复审等多个评审环
节，主办方共评选出25篇优秀作

品获奖。颁奖仪式上，与会嘉宾为
获得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的
作者进行了现场颁奖。

市树、市花代表了一座城市
独特的地域特征、人文景观、文
化底蕴和精神风貌，是一座城市
的绿色名片。市树白蜡树、市花
月季花都是我市的乡土适生植物，
适应我市生长环境条件，分布、种
植广泛，有较高的观赏、经济价
值。同时，白蜡树、月季花的寓意
美好，能反映我市的自然历史、人
文特点、文化内涵以及城市形象，
深受市民喜爱。

此次颁奖仪式特别设置了朗
诵环节，来自市朗诵协会的5位嘉
宾现场朗诵了部分获奖作品，市朗
诵协会青少年朗诵团几位“小小朗
诵家”也带来了精彩的朗诵表演。
朗诵嘉宾声情并茂的诵读不仅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更加深
了大家对于市树白蜡树、市花月季
花的认识和了解。

“写意滨州别样乡情”市树市花征文活动颁奖仪式举行
300余篇优秀征文作品围绕市树市花写真情、绘实意

市朗诵协会的嘉宾现场朗诵了部分获奖作品。

与会嘉宾和获奖作者、朗诵嘉宾合影。

颁奖仪式在中海公园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田辉 报道）邹平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学校课后托管工作
开展两年多来，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除放学后托管一小
时外，该校针对学生家长多为魏
桥创业集团员工的实际，创新增

加早托、托后看护两种形式，给
家长更自由的接送孩子时间。

托管中，除最基本的管理孩
子、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以外，该
校还开展球类、科技类、艺术类
等多种社团活动，丰富托管内
容，受到周边群众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