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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员 苏明
明 报道）5月12日，邹平市长山镇隆重举
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在知爱建”做表率
之最美抗疫故事宣讲比赛活动。

活动中，来自全镇各条抗疫战线的20
名宣讲员用真挚的情感，声情并茂地讲述
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最美抗疫故事，精彩
的宣讲深深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场
掌声此起彼伏。举办此次宣讲比赛，广泛
宣传了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
型事迹，多角度展示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众志成城抗疫的生动场景，进一步激发了
全镇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了团
结奋进、锐意进取的磅礴力量。

长山镇党委书记赵涛代表镇党委、政
府对参赛选手提出三点期望。一是争做

“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的坚定行动者。
希望青年朋友们把个人的成长成才同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紧密结合起来，经
受历练，接受考验，增长才干，做到“在长
山、知长山、爱长山、建长山”。二是争做优
良作风的模范践行者。希望大家在今后的
工作中继续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为落实
市委“11269”工作思路、长山镇“135”先行
示范工程贡献一份力量。三是争做党的政
策的积极传播者。“解封”不等于“解防”，疫
情防控这根弦决不能松懈，希望大家继续
做个人防护的引导者、防疫知识的宣传者、
防疫政策的传播者。同时，要继续用心用
情讲好长山故事，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
律，做好长山群众的宣传员、服务员、战斗
员。

争做“在知爱建”行动者 用心用情讲好长山故事
邹平市长山镇“坚持就是胜利”·“在知爱建”做表率之最美抗疫故事宣讲比赛活动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闫倩倩 报道）近日，4所
英国名校——纽卡斯尔大学、利物
浦大学、利兹大学、埃克塞特大学相
继向滨州学院学生李坤宁抛出橄榄
枝，录取他攻读研究生。经慎重考
虑，李坤宁最终选择了英国工科八
大院校之一的纽卡斯尔大学。今年
8月，李坤宁将正式赴英国开启留学
之旅。

李坤宁是滨州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2018级机械本科2班学生。他来
自新疆，出生在一个机械世家，祖父
是援疆工程师。因此，李坤宁很早
就接触到了一些曾出国留学的优秀

人才，让他很早就有了留学梦。来
到滨州学院就读后，在大一的一堂
职业生涯规划课上，辅导员关于未
来设想和规划的一席话，让李坤宁
坚定了出国留学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坤宁实现出国留学
梦，滨州学院的领导、老师以及同学
们各尽其能：学院领导积极发动熟
人朋友，帮助李坤宁了解英国各大
学的基本情况和报考要求；辅导员
不仅帮他完善学习规划，还经常找
他谈心，帮助其缓解压力；专业课
老师为他提供专业指导，帮他修改
申请材料，写推荐信；教务处老师
帮他完成本科完整成绩单的打印

证明；师兄师姐将自己的成功经
验、求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

要留学，除了要通过雅思考试
外，还必须保证每门专业课均分达
标，这对李坤宁来说难度不小。为
了实现达标，在校期间，他拿出一切
可以利用的时间“泡”在图书馆，翻
阅资料和相关书籍；为提高英语成
绩，他风雨无阻地参加雅思辅导，
假期也不放松；周末常常在实验
室、图书馆、自习室阅读文献，追踪
机械专业领域的热点，扩展自己的
知识储备……最终，他平均每科专
业课成绩都在85分以上，获机电工

程学院单项奖学金，再加上优异的
雅思成绩，让他的申请之路越发顺
当。

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扎实的
英语功底外，超强的动手实践能力
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也是李坤宁受到
国外高校青睐的重要因素。在校期
间，李坤宁积极参与各类校园活动、
学科竞赛，提升综合素质。他还是
一个爱好广泛、多才多艺的“文艺青
年”，喜欢绘画、摄影、打球、骑马、旅
游，还因为萨克斯专业八级被滨州
学院大学生艺术团录取。而这些，
也都是他被国外名校认可的加分
项。

滨州学院学生李坤宁被4所英国名校同时录取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陈海波 报道）近日，五指山舰和
查干湖舰圆满完成赴汤加执行运送
救灾物资任务后回国，缓缓驶入湛
江某军港码头，而五指山舰的操舵
兵正是滨州职业学院2017级航海
技术专业女军士何晴。

今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并引
发海啸。应汤加王国请求，由五指

山舰和查干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
艇编队奉命于除夕当天启程赴汤加
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受寒潮影
响，海面狂风大作，舰体摇摆不定，
驾驶室剧烈摇晃，而此时把着万吨
战舰舵盘的正是何晴。何晴始终沉
着冷静，注意力高度集中，利用扎
实的专业技能，测绘风速风向，从
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船舶安

全，终以救灾物资“零损失”、舰艇
装备“零损坏”、疫情防控“零风险”
的优异成绩完成运送任务。据何晴
介绍，她已经连续三年在海上跨
年。

4月23日，在人民海军成立72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亚
某军港出席海军舰艇交接入列仪
式。滨州职业学院2017级航海技

术专业女军士周玉在此次交接入列
仪式中担任入列舰艇武装，受到习
近平总书记检阅。

据了解，何晴、周玉均为省级优
秀毕业生，在滨职就读期间即为入
党积极分子、优秀学生干部，专业成
绩优秀，军事素养过硬，多次出色完
成重大活动保障任务。

滨职毕业两名女军士重大任务中显身手

宣讲宣讲《《志愿微光志愿微光 汇聚战汇聚战""疫疫””力量力量》。》。

宣讲宣讲《《““疫疫””难吞志难吞志 医道铸新医道铸新》。》。

宣讲宣讲《《一夜之间风云起一夜之间风云起 月半昼夜铸安宁月半昼夜铸安宁》。》。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宣讲宣讲《《警徽闪耀抗疫一线警徽闪耀抗疫一线———记抗疫中可爱的公安人—记抗疫中可爱的公安人》。》。全体参赛者与评委全体参赛者与评委合影合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杭
裕平 通讯员 朱华林 报道）近年来，
滨州行知中学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根
本任务，不断深化课程研究，挖掘
课程育人资源，丰富课程育人内
涵，构建了“落实国家课程、丰富活
动课程、深挖主题课程”的三维课程
体系。

立足国家课程，创新课程实践
落地方式。目前，该校实施的大单
元整体学习模式，充分体现了学习
过程的连续性、系统性及有效性，有
效克服了知识碎片化、学习时间碎

片化、探究过程碎片化以及思维构
建碎片化等问题；学生使用的

“271BAY支持下的大单元整体学
习学程”，涵盖了全部学科，是孩子
们的自主学习指南。

丰富活动课程，拓展教学的
宽度与深度。为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需求，帮助每一个孩子发现
自己、成就自己，滨州行知中学以
国家基础课程为根本，不断拓展教
学的宽度与深度，让学生做到知
行合一。近年来，学校开设了人
文课程类、科学课程类、国际课程

类、生活课程类、艺术课程类等
100余门特色课程，促进了学生全
面发展；组织举办了读书节、艺术
节、体育美食节、科技节等特色节
日活动，开设65千米远足拉练课
程、毕业典礼课程、劳动教育课
程、生涯规划课程、食育课程、文
明家庭建设课程等特色课程，丰
富学生认知，增加学生体验，助力
学生全面成长。

深挖主题课程，培养学生综合
素养。深挖主题课程是滨州行知中
学课程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学校

课程特色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滨
州行知中学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自我”等主题，开设了“一带
一路”、研学旅行、爱国主义教育等
主题课程，实现了学科融合、跨域培
养学生综合素养的目标。

下一步，滨州行知中学将依托
271 教育体系，以价值观为引领，
深耕课程、创新课堂、管理育人，全
方位进行教育教学和管理的结构
化创新，全力挖掘每个孩子的潜
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最好的
自己。

滨州行知中学：

构建特色三维课程体系 助力学生个个人生出彩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耿黎明（372321198710240253）丢失由山东惠民世纪花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5月31日）开具的购买世纪
景园（35－3－602）收据，总金额163938元，声明作废。

邹平市好生秦氏理疗养生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92371626MA3WKGTGX5,声明作废。

邹平市好生掌修龍手机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71626MA3UCNJO9U，声明作废。

赵盼盼（372330198510200026）丢失山东邹平天兴
置业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 23 日）开具的天兴华府车位
B152 定金收据壹张、编号 0009716、总金额壹万元，声明
作废。

滨州彬雅健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公章编号：
3723013056603，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青柠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及明细表丢
失，许可证编号: SC10637162501017，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统一社会
代码：91371600866917987Y）丢失未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贰张，发票代码 3700172130，发票号码 33423001、
59374701，声明作废。

滨州市万鑫运输有限公司鲁MA597挂（黄牌）车辆道路运
输证丢失，证号:371602300663，声明作废。

董甜甜（372330199408040024）丢失由山东富久茂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2021 年 12 月 19 日）开具的收据，编号：
0039694，金额102000元，声明作废。

受有关单位委托，滨州产权交易
拍卖中心定于2022年6月2日上午
10时对位于滨州市黄河八路锦城花
园小区沿街房产一宗调整价格后再
次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标的简介：该标的为位于滨州市
黄河八路锦城花园小区沿街西1号
楼三层房产一宗，产权证号为 a-
07618，建筑面积约571.08平方米，
参考价301万元。该房产内部分为
多间办公室，相关配套：通水、通电、
通暖，可办理不动产权证，标的详情
请向我中心咨询，具体以现场看样为
准。

本次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
式。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件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30万元向本中心
报名，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三个工作日
内不计息退还。（户名：滨州产权交易
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376810100100560928 开户行：兴
业银行滨州分行）

标的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2022年6月1日下午5时

报名地点：滨州市黄河五路338
号滨州日报社3楼

拍卖地点：本中心网络拍卖大厅
咨 询 电 话 ：0543- 3387939

13954398699 13705437965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2年5月18日

拍卖公告

1.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
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
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

2.严禁学生私自下水游泳，
特别是中小学生，下水游泳必须
有大人陪同并带好救生圈。

3.严禁中小学生私自外出

钓鱼，因为钓鱼蹲在水边，水边
的泥土、沙石长期被水浸泡后变
得很松散，有些水边长年累月被
水浸泡还长了一层苔藓，一踩上
去就容易滑入水中，即使不滑入
水中也有被摔伤的危险。

4.到公园划船，或乘坐船时
必须要坐好，不要在船上乱跑，
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尤其是
乘坐小船时不要摇晃，也不要超
重，以免小船掀翻或下沉。

防溺水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