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姜言良 张立平）为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切实维护广大
职工群众的安全健康权益，近日，
莱山区总工会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党史教育实践活动，走访慰问
了奋斗在高温下的一线职工，并送
去毛巾、雨伞等6000余件物品，将
娘家人的关怀送到了广大职工的
心坎上。

在莱山消防救援大队、小红帽
环卫公司、莱山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等单位，区总工会对奋战在户外高
温酷暑下的消防救援人员、环卫职
工、公路养护职工表示了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区总工会
一行还深入到杰瑞集团、东润仪
表、清泉实业、顿汉布什等企业，与

在生产车间工作的一线职工代表
进行了交流，嘱咐他们在坚守岗位
的同时，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劳
逸结合。在慰问过程中，区总工会
要求，各基层工会组织要进一步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服务和保障
职工健康权益作为工作重点，抓好
安全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帮助职
工安全度夏、清凉度夏。

莱山区总工会已经连续多年
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活动，
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提升服务
水平、细化服务措施，努力为职工
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想职工之
所想、应职工之所需，全力保障职
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
康，凝聚和团结广大职工为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工会力量。

情满仲夏送关爱
心系基层送清凉

莱山区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范小凤）针对夏季
旅游旺季到来，通行高速的车辆增
多，为给社会公众提供高效、快捷、
优质的服务，烟台发展公司路网运
行调度中心以“一车四快”为原则，
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与畅通。

一是要求96659服务热线出
行服务员在接到各类故障和事故
报警电话后尽快准确判定司机所
处的位置，第一时间通知就近路管
人员；二是规定路管人员在接到调
度指令后做到“一车四快”，即以

“快出警、快处理、快清障、快通行”
为原则，快速到达现场，缩短清障
时间，以过硬、快速、高效的清障技
术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行。

7 月 12 日 10 时，山东高速
96659服务热线接到某先生的故障

求援，该车主称在荣乌高速八角立
交附近车辆故障，并且乘客要赶高
铁，时间十分仓促，车主的声音里透
露着焦虑。热线值班人员根据车辆
所处位置，按照就近调度的原则，立
即调度开发区路管中心机场驻点路
管人员赶往现场，并将乘客着急赶
高铁的情况告知。路管人员仅用6
分钟到达故障车现场，迅速对故障
车进行清障作业，从接到报警电话
到处理完毕用时28分钟，未耽误乘
客行程，得到了乘客的好评。

从7月10日到7月14日，仅5
天的时间内，烟台发展公司路网运
行调度中心96659服务热线接到各
类故障求援电话77通。调度中心建
议公众在出行之前检查车辆状况，
确保油量充足，一旦遇到故障事故
不要慌，96659热线为您保驾护航。

“一车四快”保畅通
烟台发展公司路网运行调度中心护航旅游旺季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张贺伟 张肖坚）
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快
乐的假期，暑假前，栖霞市唐家泊
中心小学从多方面入手，全力做好
暑期安全教育工作。

统筹部署，压实责任。学校召
开安全工作专题会议，调度各处室
假期前工作进展情况，就假前安全
教育、考务安全、应急管理、暑期值
班等各项工作做统筹部署，做到专
人负责，压实责任。

主题活动，强化教育。各班级
召开暑假安全主题班会，就交通安
全、防疫、防火、防骗、防雷、用电安
全、饮食卫生、防溺水安全、居家生
活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强化教育；特
别是请到唐家泊镇派出所所长及

干警走进学校，就交通安全对学生
进行专项培训。

家校合力，共同监管。通过班
级微信群转发安全知识、致家长一
封信、签订安全责任书、召开线上
家长会等多种方式，将暑期防溺水
安全、交通安全等工作告知家长，
提高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落实监
护责任，形成家校合力共同为学生
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安全排查，防患未然。学校安
全自查小组对学校校舍、安全警
报、消防设施、学校监控运行、室内
水电防范、防疫防控情况等进行全
面彻底的安全大排查，对发现的安
全隐患及时整改，坚决保证校内安
全无隐患，为整个暑期和假后开学
做好安全保障。

多项举措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栖霞市唐家泊中心小学全力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光 YMG
全媒体记者 寿锐）日前，烟台市格
林农业专业合作社顺利通过烟台
市人社局组织的专家服务基地评
选验收并正式挂牌，成为烟台市8
家市级专家服务基地之一。该基
地的建成，将为莱州市驿道镇乡村
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专家人才支撑。

专家服务基地的挂牌，是对前
期省级“大樱桃繁育基地、海外院
士工作站”人才平台的再升级，促
进了合作社与驿道镇中观为农服
务中心的资源整合，优化了专家人
才的工作环境，加速了试验田和设
备的升级，有利于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赴莱考察、研究和服务。今年以
来，驿道镇立足产业发展需求，以
专家服务活动为突破口，与各地高
校院所、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联
系，吸引专家人才到驿道镇考察服
务，使产业人才与需求双向“匹
配”，促进全镇产业和专家服务基
地建设的发展。据了解，驿道镇将
继续提供平台，让更多的合作社与
国内外专家达成合作关系，有效发
挥院所和农业专业合作社优势，不
断提高合作社在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过程中科学技术与成果的推广
转化，为全镇产业发展提供更有力
保障。

莱州驿道镇强化专家服务基地建设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营造廉洁齐家的家庭环境和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近日，莱
阳市组织“讲好清廉家风（家书）”朗诵比赛决赛。朗诵者们以意气风发的
精神面貌和极具感染力的表现方式，或通过朗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里
英烈们的一封封家书，或通过自己身边的廉洁小故事，从不同角度诠释了
廉洁家风的深刻内涵，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清廉文化盛
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
名。

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 通讯员 龚安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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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心有不甘地来到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无奈至此’，都不好意思跟同学说我在哪里念书，现在我庆幸三年前选择在这里读
书，不仅没有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还迈上了一个新的人生台阶。”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在全省2000多名同专业考生中位列第一时，牟平职
业中专（烟台工贸学校）2018级机械专业学生崔滨眼里泛起激动的泪花。

这是继2020年培养的学子考取博士研究生之后，该校的又一个高光时刻。2021年，牟平职业中专参加我省春季高考，本科上线率达
61.3%。其中，机械专业11人参加高考，9人本科上线，崔滨总分659分，名列全省第一；烹饪专业13人参加高考，11人本科上线，纪昊林同学
高考总分639分，名列全省第六名；财经专业12人参加高考，9人本科上线；汽修专业7人参加高考，5人本科上线。自1999年以来，该校累
计为各级各类院校输送大学生3000多名，700多名考生被西安交通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学、青岛大学等本科院校录
取。一个个奇迹在这所学校诞生并非偶然，这里有为学子提供“全程关爱”的老师，更有对“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坚守与践行，正是这些

“根”支撑着学子们不断向阳生长。

奋发图强
立志书写不一样的人生

三年前，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崔滨只能就
读职业学校。“当时一万个不愿意，让孩子念中
专，就怕孩子在学校混日子。”接受记者采访时，
崔滨父亲崔家君直言不讳。不愿辜负父亲的期
望，也不甘心毕业后去做普通工人，崔滨决心通
过职教高考实现人生逆转。

在迎接春季高考的这一年时间里，崔滨抓
住点点滴滴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每天，天一亮
他就拿出放在枕头底下的书和题，或看或做。
吃过早饭后抓紧回教室看书，每天午饭时间也
会拿上一本书，排队打饭时看，吃饭时看，午睡
之前再看一会，晚上宿舍熄灯之前也都在看
书。除了抓紧一切时间用来学习，崔滨还注重
研究学习方法。“课堂上要专注，不懂就问，重视
基础知识，同时要做好笔记，这样在下课后可以
利用笔记本及时复习，不熟练的习题和知识点
我也记在本子上随身携带，有时间就看一看，这
样就能有效利用零碎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崔滨如愿以偿，以春季高
考全省第一的成绩报考了山东交通学院。看到
儿子的人生成功“翻盘”，父亲脸上乐开了花。

“我们村上普通高中的孩子也有考不上本科的，
儿子念中专考上本科，真的很自豪。”崔家君说，
本来孩子可以去山东建筑大学，但专业不太对
口，他想就读择业范围更广的机械设计专业，权
衡之下选择了这所学校，将来还想考硕考博。

面对未来，崔滨信心满满，同时也充满了感
恩。“来之不易的成绩更多的是老师关心呵护和
学校用心培养的结果，特别庆幸三年前来这里
读书。”崔滨告诉记者。

“全程关爱”
老师倾心呵护少年成长

崔滨说，如果没有老师的无私付出，尤其是
班主任孔淑美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不会
取得现在的成绩。

2013年，牟平职业中专校长牟进军提出“练
内功强素质，全程关爱学生”的办学理念，要求
所有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一天24小时、一年
365天，无论假期还是休息日，时刻把孩子挂在
心上。为了让学生踏实沉稳地学习、思想上不

浮躁，崔滨所在的2018级机械专业高考班班主
任孔淑美老师更是在最后一年学生在校期间未
休过一天班，就连公婆生病住院都是爱人陪护，
爱人忙不开就请护工代为照看。“晨读和晚自习
我都在教室，观察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状态，有时
中午也跟学生一起在教室里趴着睡一会。”孔淑
美告诉记者，做这些都是为了让孩子们保持良
好的备考状态。五一假期加班期间，除了自己
上课、上自习之外，她经常带上饼干、牛奶等食
物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送去关爱和温暖，缓解他
们的紧张与疲累。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打破了正常的
教学秩序。为确保孩子们的学习不受影响，孔
淑美除了根据学校要求统一安排网课之外，还
给机械班学生增加了40分钟的晨读和晚上两
个多小时的晚自习，让学生背公式背单词，巩
固记忆白天网课学习的知识，完成老师布置的
作业，同时周末也照常学习。为保证居家学习
效果，她还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线上家长会，科
室主任及全体任课教师全程参会，为学生、家
长带来具体的居家学习指导与建议，部分学
生、家长也分享了居家学习经验，组建起强大
的“备考后援团”。

在近二十年的班主任工作中，孔淑美一路
播撒，一路艰辛，一路成长，一路收获，成为孩子
们的“严师慈母”。“作为老师，我懂得尊重每一
个学生的尊严，倾心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心灵成
长，包容、理解他们的不足，发掘、欣赏他们的长
处，多赏识，多激励，催生学生积极向上的内驱
力，引导学生走向成功。”孔淑美总结道。

在她的辛勤浇灌下，一颗颗幼苗长成参天
大树，王东锴成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
汲玉同考取了烟台大学硕士研究生，谢政伟、孙
滨成为烟台工贸技师学院的教师，更多的学子
在国家技能大赛及省、市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

“立德树人”
学校倾力培育学子内在力量

目前国家逐步加大职业教育重视力度。
2020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职教高考”制
度，本科招生人数增多，考上本科几率大增，优
质本科大学越来越多。为此，牟平职业中专调
整办学结构，成立了“职教高考本科班”和“普通
中专班”，优化高考教师队伍，从牟平一中选调
10多名优秀的教师，还连续两年招聘15名新教

师充实到高考教师队伍中去。多年来，该校职
教高考工作始终位居全市前列，自1999年以来
累计为各级各类院校输送大学生3000多名。

注重高考工作的同时，该校还创新推出“一
专多能”教学模式，以实用能力培养为主导，多
方位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和专业本领。主要开
设舞蹈、面点制作、计算机PS平面设计、家庭电
路及照明、叉车模拟操作、家用汽车轮胎保养、
刀工七个特色项目，由各专业科室组织相应的
专业教师任指导教师，将开展情况纳入常规教
学管理中。“通过对这些项目的学习，增加了学
生对不同专业的了解，拓宽了专业视野，激发了
学习兴趣，促进了多方面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
是提振了他们的自信心。”孔淑美说。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牟
平职业中专将学校立身之本定位于立德树人，
抓好学生的养成教育，提炼出“七个一”德育品
牌：一诺千金讲诚信，一声问候敬师长，一专多
能练本领，一丝不苟铸匠心，一尘不染爱校园，
一个不落助成长，一体同心促发展。从道德行
为习惯培养入手，从小事抓起，持之以恒，不断
强化，使学生养成爱党爱国、文明礼貌、诚实守
信、遵纪守法、勤奋学习、学会感恩、尊敬师长、
孝老爱亲、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等良好的思想品
德和行为习惯。

每天早晨，这里的孩子在立德励志宣誓中
开始新的一天。“我是一个懂感恩的人，感恩祖
国，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我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诚信为学，诚信守纪，诚信做人……”日复一日
的坚持，一句句誓词早已内化于行，成为学子的
自我要求。“懂感恩、讲诚信、会分享、有自信，每
天说一遍的力量真的很强大，感觉说每句话做
每件事都会不自觉地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崔
滨告诉记者。

漫漫职教路，崛起正当时。经过长期实践，
“七个一”发挥出强大的育人效能。“职教学生中
很多是没能越过中考的高门槛而成为被‘分流’
在慢行道上的后进生，人生路上他们第一次体
会了优胜劣汰的滋味，不少孩子的人生目标因
此变得迷茫，自暴自弃者有之，厌学弃学者有
之，甚至有的逐渐沾染恶习。”牟进军自豪地说，
经过本校三年的德育熏陶和技能长进，不管是
考上大学还是直接就业，孩子们走出校园时个
个昂首挺胸，一副副强国有我的模样。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曲敏 姜晓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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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多能一专多能””面点训练面点训练。。 崔滨崔滨（（中中））与父亲及班主任老师合影与父亲及班主任老师合影。。

““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刀工训练刀工训练。。 ““一专多能一专多能””训练训练。。

牟平职业中专校貌牟平职业中专校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