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5 月 19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小石 版式：宫亮杰 校对：赵立7 综 合·公 告

■ 刘小希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学校教育
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校长杨文
杰看来，这项新政向教体工作者发出
了一个强烈信号：“此次改革并非小修
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从微观着手，
实现系统变革，构筑一个以育人为中
心的‘新生态圈’。”

在风貌街小学，伴随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学校专
业服务能力、多元育人能力逐步实现

“双增”。在落实“减”的同时，该校形
成“增”的亮点，以“增”促“减”，全面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

聚焦减负——
“小作业”写出“大文章”

“作业少了，也更有趣了！”该校五
年级学生赵泽芳说。

少而精的作业背后，是该校开展
的一场“作业攻坚战”。

为培养学生乐于探究、勤于实践
的意识和习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学校根据学段、学科特点及
学生实际情况，尝试布置设计课内外
相结合、教学与实践相联系的综合性
作业，从单一的书面作业向兼具体验
式、趣味性和有效性的作业转变，让学
生走出课本，融入生活，在实践中提升
素养，锻炼能力，培养情感。

以数学作业为例，传统的重复性
习题练习，已经被各类重应用、重实践
的趣味性作业替代。此外，数学学科

还与语文、美术等学科结合，学生们通
过说数学、画数学，实现知识的入脑入
心。

由此可见，“小作业”中也有“大文
章”。实际上，这篇“大文章”的写就，
也与该校强化作业管理的实践密切相
关。

风貌街小学坚持学科集体备课制
度，要求作业立足课程目标，把握好重
点和难点，紧扣教学进度和学习内容，
体现出层次性。作业可分必做和选做
两种，鼓励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
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
性作业。另外，该校持续加强年级学
科组作业统筹，要求年级内进度基本
一致，作业内容基本一致，便于学校整
体监控，组长每周把每日课堂作业设
想与备课组教师进行商讨，每班学生
作业逐日记载，装订成册，有案可查。

“加强作业管理既是提升教学质
量的关键领域，更是学校落实‘双减’
主体责任的应有之义。我们的这场

‘作业攻坚战’，旨在让学生在作业中
获得愉快体验，感知学习意义，建构知
识系统，发展探究能力。”杨文杰说。

关注增质——
习惯养成做起“加减法”

“‘曹’字有多个横竖笔画，在写的
时候要注意横平竖直……”

在风貌街小学5月17日的写字课
上，学生田雨桐一边说着，一边在黑板
上进行演示。与此同时，台下的学生
也在自己的本子上开始练习。

这样的写字课，风貌街小学的学

生们每天都在进行。这也是该校习惯
养成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好习惯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而好习惯的培养对于
孩子们来说特别关键。”杨文杰深谙其
道。

为此，学校把习惯养成教育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
的全过程，在培养好习惯上用“加法”，
矫正坏习惯中用“减法”，并健全星级
评价等评比机制，促进工作长期有效
开展。

细看该校的星级评价表，学校从
道德素养、学习态度与能力、运动与健
体、艺术与实践、特长与表现等多方面
出发，确定了习惯之星、知礼之星、劳

动之星、进步之星、书法之星等多项评
价称号，以“多星”取代原来的“三好”，
构建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
系。

这样的举措也在学生中激起强烈
反响。田雨桐说：“通过选星、争星、授
星，我们每个人像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冲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发现了
自身不足。”

在“双减”背景下，该校通过评价
的“指挥棒”，对学生的成长提供了行
之有效的引导、激励作用。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养成了自我管理、自主学
习、自我发展、敢于挑战、勇于创新、诚
实守信的好习惯，也向成为“全面+个
性”的多元化发展人才更近了一步。

为学生多元化发展奠基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探索“双减”背景下的育人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青春是
长征路上血与火的洗礼，青春是延安
窑洞门前的第一缕曙光……”日前，由
东昌府区关工委、共青团东昌府区委
主办，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承办的“砥
砺奋进守初心 青春献礼二十大”团史
宣讲比赛启动，24 位参赛选手们以青
年的视角，用饱含深情的演讲，回顾百
年团史历程和先辈们在青春时期的奋
斗史，讲述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的感人故事，向即将召开
的党的二十大献礼。

“我们现在的国泰民安，都是先烈
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我们唯有紧跟党走，脚踏实
地，攻坚克难，才能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荣获本次比赛一等奖的东昌府区
妇幼保健院团员青年李伟表示。

“今年，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全
区广大青年要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
历史使命，努力做一名有益于党、国家
和人民的新时代青年。”决赛现场，东
昌府区委副书记谢炜向全区广大青年
提出了期盼。

自演讲比赛启动以来，东昌府区
掀起了团史学习的热潮，并以此为契
机为青年搭建交流学习、展示平台，共
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
动，激励全区广大团员争做团结奋进、
自信自强的新时代青年，努力做具有
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建设者，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东昌府区团史宣讲传播青春好声音

本报讯（刘小希）5月15日上午，
全市公积金系统召开作风能力提升专
项行动动员大会。

动员会上，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检察官、白云民生服务热
线办公室主任念以新，作了题为“一心
为民天地宽”的专题报告。之后，大会
宣读《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关于评定标
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等次的决定》和《荣
获市委宣传部 2021 年度聊城市“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优秀学习个人名单》，
并向示范（五星）党支部、过硬（四星）
党支部、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优秀
学习个人发放奖牌和证书。

行动中，全市公积金系统将大力
弘扬“严真细实快”作风，着力提升党

员干部职工的政治能力、履职能力、廉
洁能力、业务能力、服务能力、创新能
力、风控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个人文
明素质“九项能力”；大力实施党的建
设提升工程、制度体系构建工程、清风
正气提升工程、岗位练兵比武工程、服
务标准提升工程、创新发展提升工程、
内控机制提升工程、信息系统提升工
程、文明创建提升工程“九大工程”，努
力实现“完善制度、规范业务、转变作
风、提升能力、建强队伍、擦亮品牌”的
总体目标，为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坚实制
度保障、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滋养
和良好发展条件。

市公积金系统
开展作风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5月12日，细雨中的古运河畔迎来
一场热烈而有意义的“老友”相聚。当
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聊城日
报社新闻中心社会民生部记者集中蹲
点采访行动启动仪式，在临清市新华路
街道的山东省好友养殖有限公司正式
启动，临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温之勇为
集中蹲点行动记者授旗。

“我们不缺少美，但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姚强热情地和每位记
者握手。简短的启动仪式后，记者兵
分多路走进企业、扎根乡村，记录下了
一幕幕精彩的瞬间。

从初期规模100只鸡苗，到如今年
出栏肉鸡 3000 万只，一个现代化农业
企业是如何“炼”成的？在山东省好友
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盛希忠给记者
们讲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企业成长
之路。临清大力发展桑黄产业，针对

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记者吕晓磊围绕自己关心
的问题来到先锋路街道，采访了临清
清源正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用密密麻麻的文字写下了
答案。在临清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
通过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清市供
电公司新引进的硕士陈泽宇交谈，解
开了聊城日报社社会民生部主任夏旭
光的一系列疑问。近年来，临清市通
过社保大数据搜索人才并通过服务专
员服务人才的举措，让不少心怀梦想
的人才成为临清经济社会发展的“催
化剂”。

“此次记者集中蹲点采访行动，是
聊城日报社和临清多年来深厚友谊的
美好见证、延伸升华，也是携手并肩，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美好起
点。”温之勇表示，一个个故事，一篇篇
报道也将点亮群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憧憬，为临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穿越千年 声声回响
——聊城日报社记者集中蹲点采访走进临清

本报讯（记者 张琪）5月15日上
午，由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东昌
府区双拥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

“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成立仪式在
聊城万达广场隆重举行。爱国拥军联
盟的成立将推动东昌府区双拥工作规
范有序地向社会延伸，为广大军人、军
属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爱国拥军联盟的成立，在社会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今年，我们联动场
内商户推出了多个拥军优属政策。”聊
城万达商业管理公司招商营运副总经
理王鑫说，为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问题，
他们优先录用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家
属；商场内 120 余家商户加入拥军惠
军活动，商户们根据自身情况分别给

军人、军属提供专属折扣和优惠套餐
等。

“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将充分
发挥组织、桥梁作用，积极拓展退役军
人和军人军属就业创业、消费优先优
惠的新路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立新表示，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创新拥军服务新模式，利用“互
联网+”打造“易拥军”智慧应用场景，
军人、军属通过线上服务，就可以查询
就近的衣食住行服务。

截至目前，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
盟已有拥军企业39家、商铺496家、社
会组织1家，在衣食住行、购物娱乐等
方面，充分为军人、军属提供了各种优
惠。

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李颖 李从海）5
月 10 日，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开展了为期3天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人员能力提升培训，该局相关科室、稽
查队、各市场监管所的 40 余名骨干人
员参加了培训。

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内强素
质为基础，积极落实茌平区解放思想、
事争一流暨“强作风、勇担当、提效能”
活动部署，通过举办高质量、多层次、
有重点的业务培训，提升全系统干部

职工的业务能力、执法水平和综合素
养，努力打造有追求、有提升、有突破
的高素质市场监管队伍，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培训邀请了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技术专家，采取“课堂教学+现场实践”
的方式进行，重点就各类特种设备基
础知识、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
例、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
以及相关事故案例开展培训。

茌平区强化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人员能力培训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

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
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公告
如下：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
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
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聊城供电公司
2022年5月18日

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工作要求，我公司计划取消以下停

电计划，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
响客户范围公告如下：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

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
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聊城供电公司
2022年5月18日

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序

号

1

2

3

4

检修

线路

10kV

凤凰线

35kV

松达线

10kV

张庙线

10kV

松高线

工作时间

5月27日

8:00—20:00

5月30日

8:00—6月1日

17:00

5月30日

8:30—18:00

05月31日

7:00—19:00

检修原因

10kV凤凰线凤凰新城西区101分接箱

更换，保护调试

35kV松达线301开关进线柜出线CT与

绝缘板间、高压电缆头与绝缘板间有放

电现象，需对避雷器、CT等进行更换，

并对高压柜做耐压试验和检修

更换10kV张庙线95D开关、10kV张庙

线小吴支79-01J开关，线路综合检修

10kV松高线周庄支21-13-02号杆至

21-13-22号杆更换过电压保护器、避

雷器、加装防护；21-13-01号杆、21-

13-04号杆、21-13-05号杆、21-13-

06号杆更换令克、加装防护

停电区域

开发区 3#公变、开发区

32#公变、开发区 33#公

变、当代集团

山东海鑫达石油机械有限

公司

水利开发公司、杨集移动、

小吴南、管委会、小吴、养

老中心、鑫瑞投资、杨集

东、杨集西、杨集北、杨集

西北

力东、鼎鑫铸造、鸿德金

属、鼎鑫铸造、周庄南、周

庄、周庄北、周庄东、周庄

东南、双创机械

序

号

1

2

3

检修

线路

10kV

李南线

10kV

董庄线

10kV

三寺线

工作时间

5月23日

7:30—18:30

5月26日

5:00—20:00

5月26日

7:30—18:30

检修原因

1.带电作业配合更换10kV李南线#112

杆至赵岗支线#1杆导线，10kV李南线#

112杆配合挂导线、悬垂，更换导线后恢

复过引线；2.更换10kV李南线赵岗支

线#1杆至#4杆电杆、导线

更换10kV董庄线官庄支线#52-#88电

杆、导线

1.带电作业配合更换10kV三寺线#144

杆至辛十李支线#1杆导线，10kV三寺

线#144杆配合挂导线、悬垂，更换导线

后恢复过引线；2.新架设更换10kV三

寺线辛十李支线#1杆至#21杆接入线

路，原老旧线路拆除

停电区域

赵岗

前吴、前吴东、马寨、马寨

南、移动公司、后吴、后吴

北、后吴煤改电、陈庄、陈

庄南、崔刘、崔刘东、崔刘

台架变、官庄、赫庄

刘集村2#井井通、姜赵北、

姜赵南、辛十李北公变

5月15日，冠县美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地板。针对市场需求变化，该公司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新上生产线，生产方舱医院专用地板。目前，地板产品供
不应求。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5月13日，在风貌街小学的硬笔书法课堂上，老师在给孩子指导笔法。■ 田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