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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6 个世
界读书日，当天下午，由滨城区
文旅局和市西街道主办，滨城区
图书馆、滨城区文化馆、民安社
区、滨州渤海中学承办的“4.23
世界读书日——品书香，传承红
色经典”活动在滨州渤海中学启
动。

本次活动是2021年滨城区群
众文化大课堂系列活动之一，旨
在培养学生们良好的读书习惯以
及爱党、爱祖国、爱家乡、爱校园
的美好情感。当天的活动中，还
邀请了专业的阅读老师“西瓜”和
同学们进行分享互动，让同学们
切身体会读书的感动和乐趣。图
为“西瓜”老师向学生们赠送图
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
默 摄影）

阅读品书香 经典我传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盖希岱 报道）日前，无
棣县教育工会组织开展了“铭记党
史 赓续荣光”党史学习教育培训活
动。

培训会上，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
研室副主任、副教授苑书耸以“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为主
题，围绕“建党初期及大革命时期的
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壮大”“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
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初步探索

的十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等八个专题，对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历程作了详细解读和深入
阐述。

据介绍，无棣县教育工会把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理论武装、思想引
领的重中之重，从三个方面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

精铸“提升政治站位、强化主
动学习”进步阶梯。要求全体干部
职工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坚定理想
信念，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不断增强各级
教育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

精铸“提升服务意识、为民办
实事”进步阶梯。坚持把党史学习
教育同解决问题相结合，组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系列实践活
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
效，把职工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特别关注教育困难职工等弱势群
体，多做凝聚人心的工作、多做助

力建功的工作、多做雪中送炭的工
作、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

精铸“增亮工作底色、擦亮赋
能品牌”进步阶梯。对工作中的特
色经验，及时进行系统概括总结，
进一步激发工会组织活力，为构建
无棣高质量教育体系建功立业，为
无棣教体系统“14565”工作理念落
实、“六抓六强”工作思路贯彻、“六
个务必”工作状态坚持贡献力量。

无棣县教育工会：

精铸三个“进步阶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张洪新 赵桂霞 报道）为
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形势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挥
心理育人功效，促进师生心理健康，
近日，滨城区北城中学举办了“以心
育心，和谐成长”心理健康团队活
动。

本次活动由国家二级心理健咨
询师张蕊主持，北城中学初中七年
级、八年级以班级为基础组队，任课
老师随班参与，师生经过反复尝试，
最终完成了“合力过河”和“车轮滚
滚”两个活动项目。

“合力过河”项目要求每班一列
纵队，以操场绿地为河流，每人一块

木板，依次传递木板实现“脚踩木板
过河”，中途有人掉到河里则全体退
回重来，直至最后一名成员过河后
方为胜利。“车轮滚滚”项目要求所
有成员站在用胶带和报纸自制的

“车轮”内，向前行进50米。两个项
目均有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团队意识
和协作能力。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下一步，学校将围绕

‘以心育心，和谐成长’主题，举办青
春期知识讲座、‘阳光男生’‘优雅女
生’选拔等系列活动，助力培养心理
健康、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北城中学校长王永军说。

北城中学举办心理健康团队活动助力学生“和谐成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刘庆国 宋艳萍
报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
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要保护
资源环境，善待地球，善待生命
……”日前，在滨城区梁才中心
学校组织开展的“世界地球日”
宣讲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们整
齐嘹亮的宣誓声响彻校园。

“此次主题升旗仪式设置了
教学楼前广场和班级教室两处

场地，旨在让全体学生了解地球
知识，增强环保意识，树立可持
续发展意识，从小养成保护环境
的好习惯。”梁才中心学校小学
部德育处主任苏晓静说。下一
步，该校还将组织开展主题班会
教育、校园卫生死角探寻、低碳
生活倡议和街道环卫志愿服务
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
环保意识。

梁才中心学校开展系列活动
提升学生环保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王祖山 报道）白手绢，花手
绢，自己洗来自己晒……4月23
日上午，在邹平市魏桥实验学
校，一场别开生面的洗手绢比赛
举行，全校950名小学生人手一
盆、一手绢，一丝不苟地“开洗”，
阵势颇为壮观。

针对当前很多小学生不讲
究卫生、不爱劳动、凡事依赖父
母等不良现状，魏桥实验学校及
时把良好生活习惯培养和劳动
教育提上教学工作日程，利用国

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实地参观
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实施劳动观
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热爱劳动
的意识，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
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动帮
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此次活动作为学校“我爱劳
动”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一，旨在
让学生从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
情做起，体验劳动的辛苦和快乐，
培养良好的习惯，同时教育学生
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在实际生
活体验中学会自立、健康成长。

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千名小学生共洗手绢
体验劳动“苦与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杜卫芳 杜玉
星 报道）近日，滨城区凤凰城英
才幼儿园组织开展了家庭亲子阅
读、绘本剧演出、绘本艺术展、教
师拆书分享会等系列活动。

绘本剧展演是孩子们最喜欢
的一项活动，《小蝌蚪找妈妈》《拔
萝卜》《小黑鱼》《百鸟朝凤》等经
典绘本故事在师生的演绎下活灵
活现。孩子们在演出中尽情展现
自我，台下的小观众们也都瞪大
了眼睛，情不自禁投入到故事中。

为落实“伴知伴行伴成长，
悦读悦享悦童年”育儿理念，该

园在3月份推出了“绘本亲子阅
读”活动，倡导爸爸妈妈和孩子
一起阅读、一起记录，一同将喜
欢的图书内容创作成一幅幅精
美的手工作品。该园还举办了
绘本艺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包
括绘画、剪纸、彩泥等，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作品展现了阅读的成
效，受到家长好评。

系列活动的开展，唤醒了师
生及家庭的读书意识，有利于让
幼儿感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养成
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通过“小
手拉大手”让读书成为一种家庭
时尚，让每一个家庭溢满书香。

滨城区凤凰城英才幼儿园：

开展系列阅读活动
让读书成为家庭时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胡德民 刘涛 报道）4月
21日上午，滨城区三河湖镇中心
小学“童心向党迎百年 读书起航
犇未来”主题读书节启幕。当天，
该校师生通过诗文朗读、访谈互
动、艺术表演等形式，展示了优秀
阅读成果。另外，滨州市科协也为
该校捐赠了图书。

据介绍，三河湖镇中心小学一
直致力于书香校园建设，已连续十
三年举办校园读书节活动，并致力
打造“家庭书房”，教育学生不仅要

爱阅读、会阅读，更要习惯阅读、享
受阅读。该校负责人说，“借助读
书节活动，学校致力引导全体学生
参与阅读。今年的读书节，我们把
校园图书馆搬到了走廊中，下一步
还将把图书馆搬到校门口，让学生
的身边随时都有书籍可以阅读。
另外，今年学校还启动了‘家庭书
房’创建活动，已经为五星级书房
进行了挂牌，致力推动家长和孩子
一起阅读。”

据了解，为举办好本届读书
节，该校整合图书馆、读书角、阅读

空间等，策划打造了“主体活动”
“学（党史）”“读（经典）”“赛（征
文）”“家庭书房”五大板块7个门类
10项活动，鼓励全部同学参与。其
间，先后开展了低学段硬笔书法比
赛、中学段阅读比赛、高学段限时
作文比赛和“星级家庭书房”创建
等活动，评选出了“勤善小书法家”

“勤善阅读之星”“勤善小作家”“勤
善书香班级”以及200多个“星级
家庭书房”，还开展了“新思想新政
策宣讲”“中高年级拓展训练”“学
党史”“革命英雄事迹宣讲”“杜受

田文化研学”等一系列活动，引导
学生行善事、做善人、立善志，争做

“勤善学子”。
下一步，三河湖镇中心小学将

以举办主题读书节活动为切入点，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
活动，在丰富“红色教育载体”的同
时，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红色精神”，引导全体教
师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使
命担当、具体行动和发展成效，助
力校园发展。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

三河湖中心小学举办读书节丰富“红色教育载体”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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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兴县誉佳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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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王玉美与滨州市海通地产
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备案）丢失，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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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芳：
你已于2020年4月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需要你配合办理

退休手续。自2020年4月起学校多次电话、短信联系你，你一直
未回复，学校多次派人到你住处联系也未果。现以登报方式通知
你，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学校办理相关退休手续，逾期后果
自负。

鲁中职业学院
2021年4月26日

公 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孙丽娜 报道）4月24日，滨
州实验学校四年级15班的45名学
生来到滨州政协文史馆，参加市政
协举办的“同心学习党史·同向赓续
传承”主题开放日活动。据了解，此
次是滨州政协文史馆首次向青少年
开放，该馆迎来了开馆以来“最小”
的参观者。

当天，学生们的积极性非常高，
活动开始前就早早来到场地等候。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参观
学习了“新政协筹备与协商建国”

“滨州市政协发展历程和成就”两部
分内容。尽管年龄尚小，对专业词
汇、概念不熟悉，但每个学生都认真
倾听，认真记笔记，积极与讲解员互
动，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1949年 10月 9日，全国政协
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
举谁为全国政协主席？”“人民政协

的职能是什么？”“滨州市政协目前
是第几届？一届任期是几年？”……
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没等讲解员
讲读完题目，同学们便纷纷举手抢

答。抢答结束后，讲解员对每道题
都进行了细致的讲解。

活动最后，市政协向滨州实验
学校及参观学生赠送了《写给青少

年的党史》、滨州市政协编撰文史图
书、书法作品《童心向党》及“同悦·
同心”精美书签。工作人员还与同
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认真回答
了同学们的提问。通过参加本次活
动，同学们了解了政协的发展历程、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心里种
下了热爱中国共产党、了解协商民
主的种子。

“为了举办好本次活动，市政协
有关部门根据政协开放日和市政协
党史学习教育安排，针对学生特点，
对讲解词进行优化，并准备了精美
书籍。下一步，市政协将结合政协
开放日，在政协文史馆探索开展研
学实践党史学习教育，为今后更好
发挥地文史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深
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作出贡
献。”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王惠强说。

滨州政协文史馆迎来“最小”参观者
市政协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邀请滨州实验学校师生进馆参观学习

市政协向实验学校赠送书法作品市政协向实验学校赠送书法作品《《童心向党童心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