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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图书馆2021阅读故事（下）盘盘点点

今天，阅读的形式不再限于低
头看、抬头想。丰富多彩的创意活
动，能够帮助我们多角度、多形式去
品味书籍，汲取知识的芳香。

2021年，滨州市图书馆强力推
进创意活动组织，策划了“悦滨图”、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走近黄河”文
化艺术季、“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孙子兵法》主题读书会等
系列活动，并将阅读与讲座、电影、
手工、游戏等结合起来，助力滨州阅
读提质增效。

2021年，市图书馆共开展读者
活动447场，线上+线下参与活动人
数达62万余人次，读者受益面、点赞
量迅速提升。

开展“悦滨图”系列阅
读推广活动447场，线上+
线下有62万余人次参与

播春、沐夏、拾秋、藏冬，这些诗
意的词汇，是2021年“悦滨图”系列
活动的阶段性主题，旨在帮助读者
感知季节的变换，建立阅读的节奏。

“悦滨图”系列活动融合市图书
馆目前已成熟的“渤海讲坛”“滨州
文化大讲堂”“滨州文学堂”“童阅起
步走”等品牌，开展了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如2021
年5月，以“悦滨图·享阅读”为主题，
市图书馆开展了公益讲座、绘本讲
读、电影展播、图书推荐、趣味手工
等系列活动，带读者开启了一段“经
典+红色”的人文之旅。

在市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活
动是按照主题化、系列化、品牌化定
位的。在世界读书日、五一劳动节、
六一儿童节及春节、清明、端午等节
日，市图相继组织开展讲座培训、朗
诵大赛、读书征文、知识竞赛、公益
展览、基层辅导、文化助残等各类活
动447场，线上+线下参与活动的有
62万余人次。

第一届、第二届换书大集，是
2021年市图书馆系列活动的一个突
出亮点。现场，“淘书人”急切地穿
梭于换书摊位中，选好书、拼手速、
促交流、互分享。特别受欢迎的，是

旧书换文创活动，读者们可以交流
阅读心得。陪孩子参加活动的家长
纷纷表示，如此活动培养了孩子的
节约意识，锻炼了孩子的交际能力，
这是课堂上所学不到的，希望这样
的活动能多办、常办。

市图书馆创新性完成
多项重点工作，其中策划
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主
题系列活动50场

2021年，市图书馆紧紧围绕全
市“83”工程及市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任务分解，创新性完成了很多工
作。

其中，策划开展了“百年峥嵘 红
色记忆”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主题系
列活动50场，如“不忘初心 砥砺前
行”馆藏红色文献专题展、“党徽闪
耀照我心——我崇敬的共产党员”
征文活动等；结合建党百年放映公
益电影33场。这些活动的开展，充
分发挥了市图书馆理论宣讲基地的
社会教育职能。

在“走近黄河”文化艺术季系列
活动中，市图书馆开展了《黄河·母
亲》2021年母亲节专场朗诵、“在春
天·春天的遇见”同题诗会、“走进滨
州黄河楼 感受浓浓黄河情”六一儿

童节主题研学等活动，助力打造黄
河文化品牌、传承黄河文化。

同时，市图书馆发挥自身优势，
走进学校、老年公寓、社区等地，开
展了“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系列活动，为市民送书刊、送电
影、送讲座，让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对
接百姓需求。

为弘扬孙子文化，助力打造“智
者智城”，市图书馆加强了对孙子文
化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开
展了《孙子兵法》主题读书会及“智
者智城，志在滨州”孙子兵法城研学
活动等，使孙子文化真正落实、扎根
于普通民众中。

2021年，市图书馆累计组织公
益讲座培训143场，涵盖7个活动品
牌。其中，“渤海讲坛”共举办37场，
内容涵盖二十四节气茶体验课堂系
列活动、阅读与写作讲座、科学运动
的关键、插花艺术与实践、如何填报
高考志愿等，贴近读者需求，深受欢
迎。“滨州·文化大讲堂”以“弘扬传
统文化、献礼建党百年”为主线，举
办了21场，如《敦煌与丝路文化》《长
征精神及其时代价值》《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全面开启现代化富强
滨州建设新征程》《毛泽东的印章》
等讲座。同时，“爱读书、爱眼睛”讲
座共举办14场。

突出重点品牌打造，
为青少年阅读提供平台

2021年，“少年Pi图书馆计划”
共举办15场活动，尤其注重在元宵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举办主题
讲座，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聚焦节日
符号，并辅以趣味手工活动。同时，
科普讲座特别受欢迎，《中小学生发
明技法》《螳小螂博士海洋科学、文
学与生态保护》《揭秘滑轮原理，制
升国旗模型》《飞机科普课堂+制作
飞机模型》《坦克科普课堂+制作坦
克模型》等主题讲座，成为孩子们的

“课后乐园”。
2021年，市图书馆共举办“滨州

文学堂”国学训练营系列活动11场，
举办“家庭教育课堂”活动5场，联合

“女童保护”组织开展了青少年自我
保护课程。此外，“童阅起步走”活
动共举办17场。这些活动辅以自我
展示、游戏互动、手工制作等环节，
打开了幼儿阅读的多个维度，营造
了快乐的阅读氛围。

此外，2021年，市图书馆还开展
读者培训及接待参观24期，举办展
览活动39次，其中围绕传统节日主
题的展览有13次；承办了第三届全
省青少年读书故事会、首届全市青
少年读书故事会暨第四届全省青少
年读书故事会、第十六届全省读书
朗诵大赛等赛事。

2022年，市图书馆计划举办讲
座、培训活动100场，持续开展全民
阅读推广活动；开展网易新闻平台直
播3场，发布抖音小视频20个；继续
围绕多个主题及传统节日举办展览
预计25次；探索打造“银发阅读”活
动品牌，开设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
班。在讲座内容上，将注重学术性与
实用性结合，增添社会热点、健康养
生、法律常识、金融理财、心理学教育
等内容，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在
形式上，将打破一张讲台、一支话筒
的单一模式，增加趣味性，适当增加
知识竞猜、情景模拟、音视频欣赏等
内容。同时探索访谈、咨询、沙龙等
互动性强的文化活动模式。

聚力打造品牌活动助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
2021年，市图书馆共开展读者活动447场，线上+线下参与活动人数达62万余人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刘丽华 张丛丛

强化政治监督
践行“两个维护”

（上接第一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宵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1月
22日，2022年世界竞走团体锦
标赛选拔赛在江苏南京举行。
滨州籍运动员高英超以2小时
32分50秒的比赛成绩获得第五
名，并取得将于3月初在阿曼举
行的2022年世界竞走团体锦标
赛的参赛资格。

本次选拔赛共有来自山东、
青海、云南、广东、内蒙古、甘肃
等12个省份的运动员参赛。项
目设女子20公里、女子35公里、
男子20公里、男子35公四个小

组的比赛，每小组取前五名进入
决赛。

本次比赛，高英超以35公里
为主项。面对全运会竞走冠军
张俊领衔的云南队，高英超不畏
强手，顽强拼搏，以超强的意志
品质战胜伤病困扰，最终以2小
时32分50秒成功杀进决赛，为
山东队争取到唯一一个男子组
参赛名额。据了解，高英超是滨
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出的优
秀竞走运动员，多次在国内国际
大赛中取得好成绩，连续参加了
两届全运会，获得一金一银。

滨州籍运动员高英超：

获2022年世界竞走
团体锦标赛参赛资格

20212021年年““童心向党童心向党 强国有我强国有我””国庆诗会国庆诗会。。

在惠民县清河镇古城马村村民
马登林家，可移动的大铁锅灶台、一
米多高的炒菜铁铲让记者惊讶不
已。平常人家，哪用得了这种家什？

“这是村里置办的设备，供村民
办红白事使用的。现在村里有白
事，大铁锅炖上四菜一汤，省事更省
钱。”马登林解释说。

俗话说，“一丧三年紧，一婚穷
十年。”在一些农村地区，婚丧嫁娶
大操大办，甚至互相攀比的现象不
同程度存在。对于此类“家事”，硬

“管”不甚合适，但不良风气的滋长

却成为很多家庭难以言说的“负
担”。

“很多村民觉得爹娘一辈子不
容易，生前不舍得吃穿，去世了说啥
也要把老人风风光光‘送’走。”古城
马村红白理事会会长马登凯说，说
到底还是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
怕被人“看不起”。

为倡导勤俭节约新风尚，减少
铺张浪费，在古城马村红白理事会
积极倡议下，2021年11月，该村集
体出资购买了可移动炉灶、锅碗瓢
盆、桌椅等设备，交由办事认真负责

的村民马登林管理、维护，村民家中
有红白事可以免费借用。在此基础
上，村红白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还积
极向村民宣传新时代文明婚丧嫁娶
理念。

去年12月底，村民马杰水80多
岁的老母亲去世。在村红白理事会
积极帮助下，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得到了悉心招待，而且与之前村里
办丧事相比，仅宴席一项就节省
5000余元。

据悉，古城马村的移动炉灶等
一应设备置办以后，目前该村5户家

中有白事的村民全部采用“四菜一
汤”招待亲朋，仅此一项就为村民节
省费用两万多元。

古城马联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古城马村的婚丧事从简相关做法得
到了村民普遍认可、支持，下一步将
引导古城马联村其他9个村借鉴该
村做法，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移风易俗活动走到群众家中，走进
群众心里，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理
念、顺应文明新风尚，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让文明简朴办事新风深入
人心。

古城马村：移动大铁锅“烹出”文明新风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鹿超群 刘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默
通讯员 张现科 报道）1月25日，北
方农历小年，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
司的党员志愿者们走进市优抚医院
颐年优抚康养中心，为老人们包水
饺、下水饺，陪老人们度过一个热闹
喜庆的小年。

“大娘，大爷，我们来看你们了，
陪你们一起过小年啊。”在康养中
心，一声声亲切问候拉近了志愿者
与老人们之间的距离。随后，志愿
者们开始行动，纷纷走进厨房，洗
菜、切菜、调饺子馅、和面、包饺子。
为了照顾老年人的口味，也为了保
证营养均衡，志愿者们为老人们准
备了肉馅和素馅两种饺子。午饭时
刻，饺子端上桌，老人们吃着热腾
腾、香喷喷的饺子喜笑颜开，年味更
浓了。

李培英老人已经92岁了，眼不
花、耳不聋，能吃能喝。吃着志愿者
端上的饺子，她开心地拉着志愿者
唠起了家常：“这现包的饺子就是好
吃，咸淡正好，皮薄馅多，以后有空
你们可得常来啊。”

当天上午，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还与市优抚医院签署了共建协
议。中裕党员志愿者为市优抚医

院的优抚对象和老党员共计33人
都送去了中谷维粉。“尊老敬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能为老人

们做点实事，我们发自内心地感
到高兴。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
带动更多人关爱老年人，传递社

会正能量。”中裕党委书记、副总
经理付蕊说。

饺子飘香老人欢声笑语 优抚康养中心年味十足

“博兴县疾控中心主任助理
曹敏等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宴请问题”“邹平市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峰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礼品问题”“市生态环境局无棣
分局原党组成员、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办公室原主任孙文国收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消费卡
问题”……2021年，市纪委监委
先后公开通报18起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典型问题，以此警醒广大
党员干部时刻绷紧作风建设之
弦，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同时释放
出对“四风”问题紧盯不放、寸步
不让、一抓到底的强烈信号。

节点就是考点，作风就是宣
言，节日既是人情关，也是廉洁
关。市纪委监委强化教育提醒，
元旦、春节、中秋等重要节点前
均下发通知，严明纪律要求，紧
盯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违规接
受宴请、收受礼品礼金，公车私
用、私车公养，违规发放津贴补
贴等易发多发问题，精准发力深
挖细查，对顶风违纪问题一律从
严查处、绝不姑息。针对“四风”
问题容易隐形变异、反弹回潮的
特点，市纪委监委不断创新监督
方式方法，采取“集中交叉+县区
自行察访”模式，紧盯重要节点
开展随机察访，对发现的问题线
索及时转办督办，靶向治疗新型

“四风”问题。2021年，全市查处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233
起，处理350人，其中党纪政务
处分207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
26批69起，涉及101人。

紧盯视频会议过多过滥、违
规公务接待及公款报销吃喝费
用等问题，深入开展“四风”问题
靶向纠治；紧盯违反财经纪律、
不顾偿还能力盲目举债上项目、
变相规避审批程序等问题，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坚决防止和严肃
纠治违规兴建楼堂馆所问题
……2021 年，全市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333起，处理
510人，党纪政务处分 227人。
一系列的数字传递出市纪委监
委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坚决亮剑的鲜明信号。

既坚持严的主基调，又深挖
“四风”问题背后的制度短板、监
管漏洞，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推动作风建设取得
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
效。对于查处的典型问题，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集中通报曝光，强
化警示教育，进一步唤醒广大党
员干部的敬畏之心，以精准问责
倒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转变作
风、勇于担当作为。2021年，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共通报曝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10批
19起，涉及25人，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务实担当、真抓实干的良
好干事创业氛围不断形成。

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不断巩固扩
大作风建设成果

纪检监察机关行使的是“治
权之权”，既要体现纠偏拨正、保
持惩的力度，也要体现保障支
持、提高治的效能，既要监督加
压，又要信任加力。市纪委监委
始终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
和约束并重，着力解决部分党员
干部不敢担当、为官不为突出问
题，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
撑腰鼓劲，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以
更加积极有为的精神状态服务
保障“国之大者”。

实施容错纠错机制，为干事
创业干部“减压”。市纪委监委
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准确
把握界限，在纪律红线和法律底
线内，对秉承干事创业初心的干
部给予最大宽容。精准运用“四
种形态”，完善容错纠错工作程
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

序合规、处置得当。2021年，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开展容错纠
错36起，涉及36名党员干部。

完善精准问责机制，为担当
作为干部“解忧”。市纪委监委
充分考虑主观态度、客观条件等
因素，依规依纪精准问责。实行
重大事项问责会商机制，对问题
较为复杂，政策性强的问责事
项，由相关部门会商决定，确保
科学精准问责。

建立澄清正名机制，为敢闯
敢试干部“护航”。市纪委监委严
厉打击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
诬告陷害、失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
名。2021年，查处诬告陷害问题
15起15人，及时为51起64名党
员干部澄清正名、消除不良影响，
体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
责”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全面激发担当作
为、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王希杰 王嵩 李玮 报道）雪
中寒风吹人面，真情慰问暖人
心。1月25日，农历“小年”，滨
州医学院省派沾化区泊头镇“第
一书记”组织开展“情系脱贫百
姓•助力乡村振兴”春节走访慰
问活动。

滨州医学院驻徐万粮村“第
一书记”姜海积极联系沟通，中
土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铭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纷纷慷
慨解囊献爱心。在徐万粮村，爱
心人士们举行了春节慰问品捐
赠仪式。走访慰问中，大家冒着
风雪来到老党员、困难群众、高
龄老人家中亲切交流、嘘寒问

暖，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送去食用油、面粉、大米等
生活用品，送上了新春祝福，让
群众深切感受到省派“第一书
记”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
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欢乐、祥
和的春节。

滨州医学院省派“第一书记”
赴任以来，迅速转换角色，围绕“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主题，察民情、访
民意，挖渠道、筹资金，积极为群众
办实事，制订了初步发展规划，帮
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姜海表
示，今后将继续结合帮扶村实际，
系统规划、科学计划，分批实施、扎
实推进，努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出积极贡献。

情系脱贫百姓
助力乡村振兴

滨州医学院省派泊头镇“第一书记”组织
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