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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孩子们学习手中没有书
本，也真是难为了他们。”“现在把教材发
给他们，再学习时眼睛就不用一直盯着屏
幕了，咱们即使累点也值得。”3 月 7 日，
市实验小学的教师们边分装教材，边议论
道。而这，只是我市各中小学校前几日

“别样发书”场景的一个缩影。
连日来，全市各中小学校按照市教育

局的统一部署，加班加点为学生分发教
材，切实保障师生“停课不停学”期间学
习需求，保证教学效果。截至目前，全市
600 余所中小学校采用“别样分书”法，
将2020年春季学生用书全部发放到60多
万中小学生手中。

目前，延期开学仍在继续。考虑到
众多家长都在担心孩子因长期看电子屏
幕，将对视力产生较大影响的实际，同
时也为了便于学生学习，3 月 6 日我市对

全市中小学校教材发放作出安排部署。
7 日，枣庄市实验学校第一时间启动

新教材分送工作。从中午十二点到深夜十
二点，该校组织班主任老师完成了 6000
余名学生信息分类统计和家长志愿者的招
募。弯腰、拿书、分装、摆放，80余名党
员干部和教师志愿者不间断地重复这一动
作，连夜完成了8万余册教材的分装、贴
标签和消毒等工作。因为，他们心中只有
一个目标——尽快把教材发给学生。8 日
早上八点，762 名家长志愿者按校区、年
级、班级顺序，错时到校领取教材，并在
当天将 6000 余包教材分送到每一位家长
和孩子们手中。

为保障教科书安全有序地发放，枣庄
市实验小学结合疫情期间特殊情况，制定
了“学校统一规划”“班主任协调调度”

“家长自主选择”“志愿者、家委会联合行

动”的工作流程。
其实，早在市里作出统一安排前，薛

城区双语实验小学便已开展“送书上门”
活动。2月29日，该校为进一步提升学习
效果，在做好科学防控的基础上，为全体
3 至 6 年级学生逐一送去纸质课本。面对
2400个家庭，要想在几日内全部安全送书
上门，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送书上门虽
然有一定的风险，也没有人要求必须这样
做，但是只要能够有利于孩子学习和尽可
能早些保护他们的视力，我们就要克服一
切困难。”为此，该校制定了详细配送方
案，为降低感染风险，避免人群大规模聚
集，该校组织班主任自驾车将书送到学生
家门口，先交给本小区家长志愿者，再由
家长志愿者接力送达本小区各个学生家
中。几天下来，该校安全有序地将 9000
多册课本送到2250名学生手中。同时，在

一些农村中小学校，由于学生居住较为分
散，增加了分发的难度。为了不影响学生
学习，农村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们夜以继日
地忙碌不停，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教材
分发任务。

“相对于城区学生来说，农村学校学
生来自周边十里八村。我们倡导党员干
部 和 教 师 们 发 扬 奉 献 精 神 ‘ 连 续 作
战’。”峄城区棠阴中学校长周瑞告诉记
者，他们实行党员干部和教师“分包到
村制”，将在学校为每个学生分装好的教
材，分别送到所包的几个村头村口“劝
返点”，再利用班级微信群通知学生家长
前去领取。

这些举措，有力地保障了中小学生
在“空中课堂”学习过程中有书可学，
既有效缓解了学生视觉疲劳，又有助于
学生自主学习，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为了60余万名中小学生的学习
——全市各中小学校“别样发书”工作见闻

胡乐彪

本报讯 3月23日上午，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电视会议在市
政大厦召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丙干出席并讲话，副市
长邵士官主持。

宋丙干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部
门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时刻不放松，以铁的手腕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要迅速开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整治交通
设施、运输车辆等安全隐患，狠抓路面管控等交通秩序，进一
步完善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机制，补齐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短板，
消除各类道路交通风险隐患。要全力抓好复工复产安全，抓好
煤矿、危险化学品、建筑工地，消防、铁路沿线和公共领域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全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切实抓好森
林防灭火工作，加强防灾减灾和应急准备工作。要切实强化对
安全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抓安全就是抓发展、抓效益、抓民
生的思想,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记者 李鲁）

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滕州讯 连日来，滕州市财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项财税政策措施，全力推动受
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复工复产，为企业复工注入“强心剂”。

该局全力落实中央、省、市各项针对复工复产的减税降费
政策，不断加大涉企收费清理和监督工作，统筹协调各职能部
门加大涉企收费行为清理和监管力度，特别对于支持复工复产
的各项收费项目坚决做到应减尽减，应缓尽缓。

该局积极推进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第一时间通过市采购
预算单位业务群，传达上级有关通知，畅通政府采购流程，确保
疫情防控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及时采购。大力开展驻企联系帮
扶服务，抽调3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入驻企业，向企业宣传上级对
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推动相关部门抓紧政策落实落细，切实发
挥财政保障与协调职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排忧解难。全面收
集梳理中央、省、市扶持企业应对疫情相关政策，通过网站、微信
等渠道向企业进行宣传，全力帮助企业争取各级扶持政策，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朱婷婷）

滕州：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助复工复产

疫情在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薛城
区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员，时刻牵动着该区人
民的心。

近日，记者走进驰援湖北医疗队员单德
伟的家里：单医生的妻子正在厨房做饭，处
在高中紧张阶段的大女儿正在房间里听直
播课，3岁的小女儿在屋内独自玩耍。

单德伟是薛城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共产党员。他是驰援湖北的薛城区首批医
疗队员。

“现在每天都和他微信联系，他会在吃
饭或间隙的时间给家里回电话，询问家里
和两个孩子的近况。从新闻报道里，看到
一条条关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消息时，总
是提心吊胆，担心他的安全健康。一开
始，小女儿问我‘爸爸去哪了’，知道爸爸
的工作后，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希望他作
为一名党员、一位医务工作者，听从当地
组织的工作安排，照顾好自己，家里一切
都好。”单医生的妻子详细地向记者介绍着

情况。
疫情就是命令。2 月 9 日凌晨 1 点半，

单医生接到上级指示，作为薛城区首批医疗
队员驰援湖北。单医生在接到任务的第一
时间，便与家人联系，准备出征。当日下午
7 点 40 分，他搭乘山东省医疗队赴鄂的专
机从济南到达武汉天河机场。随后，医疗队
进行分组及工作安排，单医生被分配至武汉
市江汉区省委党校方舱医院医疗二组进行
工作。第二天清晨，经过医疗队统一理论培
训、剪发、防护实操培训、领取取暖用品后，
他奔赴方舱医院，并于当晚10点正式接收
患者。

截至目前，薛城区共有两批、4 名医护
人员赴鄂支援。他们积极响应号召，舍小家
为大家，主动请战，用自己的职业精神诠释
着使命和担当，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奔赴抗
击疫情的最前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到患者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力量，他们是
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最美“逆行者”。

“逆行者”背后的温暖力量
——薛城区首批援鄂医疗队员单德伟一家的故事

本报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王馨悦

“你好，请出示你的通行证”“请接受
一下体温检测”……一个月来，在台儿庄
区运河街道西关三街小区门口，总能看到
一位戴着红袖章的年轻小伙子，操着流利
的普通话，对进出小区的居民进行查验身
份、登记信息。有很多小区居民以为他是
年轻基层干部，其实不然。

这位小伙名叫王征宇，是山东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 2019 级的一名大学生。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关三街小区迅速
采取逐户排查、消毒消杀、宣传教育、
车辆及人员管控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但
是该小区规模较大、入住率高、人员复
杂，防控任务重，放寒假在家的王征宇
看到社区执勤人员每天开展防控工作很
是辛苦，便萌发了志愿参与执勤的念
头。说干就干，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始的
第二天，他便来到小区防控卡报到，从
那以后就一直全天候与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防控执勤，认真做好进出人员体温检

测、信息核对与登记、预防知识宣传、
环境消毒等工作。

2 月 17 日，他的学校开设了网上授
课，王征宇白天大部分时间需要在网上进
行学习，没办法全天候参与执勤。但他仍
然心系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上午和下午没
时间来执勤，那就利用中午 12 点到 14 点
的闲暇时间，坚持每天中午下课后第一时
间来到卡点，继续投入到人员查验、信息
登记等工作中。

不仅如此，在看到学校所在地有多例
确诊病例以后，王征宇就与家人商量，打
算用自己的零花钱为学校捐赠防疫物资。
在家人的帮助下，王征宇购买了两套防护
服捐赠给学校。“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从
小就学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
家有了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决不能置身事
外，虽然不能去最前线，但是也要尽自己
最大努力为守护社区贡献力量。”王征宇如
是说。

战“疫”一线谱写青春之歌
——记运河街道在读大学生王征宇

本报记者 刘然 通讯员 程丽

本报讯 疫情当前，枣矿集团付煤公
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复工，确
保煤炭产品安全平稳供应。期间，安全管
控、设备运行、物料配送、井下生产、皮
带运输、洗选加工等作业不间断运行。

如何抓实安全及生产过程的管理、监
督、应急预警等一系列工作？据介绍，该
公司依托“智慧矿山系统平台”，各类监视
检测和自动化设备的应用，让数据多跑
腿，使复工复产人员通过调度系统、“智慧
矿山系统平台”PC端和移动端就能实时掌

控全矿井各项运行状态，在疫情防控保生
产中发挥了大作用。

在付煤公司矿井上下，日常忙碌的身
影不见了，井下虽然“灯火通明”、机电设
备照常运作，可每班仅有两人进行巡视。
自去年建设“智慧矿山”以来，该公司积
极研发“智慧矿山系统平台”，推进矿井安
全生产智能化透明管控，实现重大灾害超
前预警、重大设备故障预诊断、生产系统
智能协同控制、全矿井智能调度、灾害事
故快速响应和智能救援。“智慧”带来了产

量，带来了底气，付煤公司复工复产以
来，原煤日产稳定在7200吨以上。

“疫情防控，人员不聚集是预防的最好
手段。现在，我随时可以用手机全面了解
矿井的安全状况。”安监处处长王士奎拿出
手机点开“双控监管大数据平台”APP
说。如今，该公司建设的“智慧矿山系统
平台”，已成为付煤公司“安全、高效、绿
色、智能、少人”全面标准化矿井支撑体
系。

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决策智能

化的“智慧矿山系统平台”，不仅让整个矿
井在疫情防控期间更安全，还实现了自动
化、智能化生产。2016 年至 2018 年矿井
综采自动化、智能化产量占比先后达到
53%、60%、80%。2019年，该公司先后
装备了智能化工作面和自动化工作面，目
前自动化、智能化产能占比进一步达到
100%。工作面单产水平比传统工作面提高
了 88%，人工工效提高了 4 倍，吨煤成本
降低了60%，智能化生产水平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 （马森）

付煤公司：智能化管理矿井安全生产
（上接第一版）准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既严厉惩治严重
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又把握好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
限、严厉打击与依法办案的关系，既总体上体现依法从快从严从
重打击的政策要求，又避免不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的简单操
作，确保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山亭区检察院在提前介入一起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案过程中，结合违法行为时间和行为后果，认为犯罪嫌疑
人虽然有咳嗽、发烧症状被要求隔离，但在未确诊、未诊断为疑
似病症之前，故意隐瞒接触人员和行程轨迹，不符合“两高两部”

《意见》相关规定，最终建议改变定性，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不能过
度执法。我市检察机关面对疫情，始终保持足够的法治定力，始
终做到忠于法律、严格准确适用法律，统筹推进高效办案和依法
办案，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司法保障，推动疫情防控在法治轨道
上顺利开展，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枣庄检察力量。

本报薛城讯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第一批国家森
林乡村名单，陶庄镇奚村名列其中。

据悉，国家森林乡村创建是示范带动乡村绿化美化，推进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措施。经审查、
评价认定的第一批，共3947个国家森林乡村。

近年来，陶庄镇奚村围绕“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
文明和谐乡风美”的建设目标，按照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新理念，整合连片治理村、美丽乡
村等项目资金300余万元。延伸对村内所有巷道两侧绿化，村庄
绿化覆盖率达40%以上。在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借助
奚仲文化创新精神，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引导农民群众规范言行，
大力宣传奚仲文化。 （记者 王兆虎 通讯员 甄再斌）

薛城：

一村入选“国家森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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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全市6565个镇街细颗粒物个镇街细颗粒物（（PMPM22..55））及可吸入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PMPM1010））现状浓度前十名现状浓度前十名
((20202020..33..99--20202020..33..1515))

全市全市6565个镇街细颗粒物个镇街细颗粒物（（PMPM22..55））及可吸入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PMPM1010））现状浓度后十名现状浓度后十名
((20202020..33..22--20202020..33..88))

区区（（市市））

山亭区山亭区

市中区市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峄城区峄城区

山亭区山亭区

台儿庄区台儿庄区

台儿庄区台儿庄区

峄城区峄城区

站点站点

徐庄镇徐庄镇

光明路街道光明路街道

水泉镇水泉镇

北庄镇北庄镇

山城街道山城街道

凫城镇凫城镇

吴林街道吴林街道

冯卯镇冯卯镇

马兰屯镇马兰屯镇

运河街道运河街道

坛山街道坛山街道

PMPM22..55（（μg/mμg/m33））

4646

4747

4848

4949

5050

5252

5252

5353

5555

5555

5555

现状浓度排名现状浓度排名

11

22

33

44

55

66

66

88

99

99

99

区区（（市市））

山亭区山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峄城区峄城区

高新区高新区

山亭区山亭区

山亭区山亭区

台儿庄区台儿庄区

薛城区薛城区

台儿庄区台儿庄区

站点站点

徐庄镇徐庄镇

山城街道山城街道

水泉镇水泉镇

阴平镇阴平镇

兴仁街道兴仁街道

凫城镇凫城镇

北庄镇北庄镇

运河街道运河街道

临城街道临城街道

张山子镇张山子镇

PMPM1010（（μg/mμg/m33））

8080

8383

8787

8989

9090

9090

9292

9595

9595

9898

现状浓度排名现状浓度排名

11

22

33

44

55

55

77

88

88

1010

区区（（市市））

山亭区山亭区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市中区市中区

薛城区薛城区

薛城区薛城区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薛城区薛城区

站点站点

西集镇西集镇

级索镇级索镇

羊庄镇羊庄镇

滨湖镇滨湖镇

官桥镇官桥镇

永安镇永安镇

沙沟镇沙沟镇

陶庄镇陶庄镇

西岗镇西岗镇

善南街道善南街道

邹坞镇邹坞镇

PMPM22..55（（μg/mμg/m33））

6767

6767

6767

6868

6868

6969

6969

6969

7070

7373

7474

现状浓度排名现状浓度排名

5555

5555

5555

5858

5858

6060

6060

6060

6363

6464

6565

区区（（市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滕州市滕州市

市中区市中区

高新区高新区

薛城区薛城区

市中区市中区

薛城区薛城区

站点站点

木石镇木石镇

西岗镇西岗镇

羊庄镇羊庄镇

龙阳镇龙阳镇

善南街道善南街道

官桥镇官桥镇

永安镇永安镇

张范街道张范街道

陶庄镇陶庄镇

税郭镇税郭镇

邹坞镇邹坞镇

PMPM1010（（μg/mμg/m33））

119119

119119

119119

120120

120120

121121

122122

127127

128128

136136

136136

现状浓度排名现状浓度排名

5555

5555

5555

5858

5858

6060

6161

6262

6363

6464

6464

口腔疾病是全世界最普遍的健康问题之
一，全球绝大部分的成年人以及近九成的儿童
都或多或少地被口腔疾病所困扰。我国的
口腔疾病发病率在 90%以上，但是目前口
腔 疾 病 重 治 疗 轻 预 防 的 现 象 十 分 普 遍 。
2007 年世界牙科联盟 （FDI） 年度大会决
定将每年的 3 月 20 日设立为“世界口腔健
康 日 （World Oral Health Day,
WOHD） ”， 目 的 是 唤 醒 人 们 注 重 口 腔 健
康，维护全身健康。

普通人群自我口腔保健措施：
1.正确的刷牙：培养良好的刷牙习惯对维

护口腔健康非常重要。使用含氟牙膏，每天刷
牙两次，每次两分钟。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使用手动或电动牙刷，以圆弧动作刷牙，而不
是来回横刷。刷牙后，直接吐水，而不要含
漱，以免冲掉氟保护层。

2.定期更换牙刷：每3个月需要更换一次
牙刷，磨损的旧牙刷不能有效清洁牙齿。

3.定期使用牙线：使用牙线和牙间隙清洁
工具可以清洁牙齿之间牙刷难以触及的区域。
定期清洁牙间隙有助于清除嵌塞的食物，去除
牙龈附近的菌斑，减轻牙龈炎症和口腔异味。

4.晚上刷牙后不吃零食：睡觉前刷牙是非
常重要的。否则细菌会整晚附着在你的牙齿

上，导致龋齿。
5.旅途中保护口腔方法：每次吃完零食

或正餐后，并非总是可以刷牙，尤其是旅
途中。可以咀嚼无糖口香糖，或用含氟漱
口水漱口。

6.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宝宝一开始长
牙就要带他们去看牙医了，预防、早期诊断和
治疗能够有效口腔疾病的进展，口腔医生会根
据您的口腔健康状况，提出适合你的口腔健康
维护方案。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查有助于维护
您的口腔健康。

7.选择健康的饮食：健康饮食，少吃高糖
食物和饮料。文中的糖指由加工商、厨师或消
费者添加到食品或饮料中的糖，以及天然存在
于蜂蜜，枫糖浆，果汁和果汁浓缩物中的糖
分，不包括天然存在于水果、蔬菜和牛奶中的
糖分。

儿童口腔保健措施：
乳牙在为恒牙保留生长空间上起了重要的

作用。因此儿童保护好乳牙对恒牙的发育及口
颌面部的发育非常重要。

1.虽然新生儿还没有长牙，但从他们生命
的第一天开始就保持口腔健康依然非常重要：
使用清洁、湿润的纱布或小毛巾擦拭牙龈，尤
其是喂食后和睡觉前。尽量避免让宝宝含着奶
瓶入睡。一旦宝宝开始长牙，就要每天清洁牙
齿两次。

2.帮助孩子摆脱安抚奶嘴：吸吮安抚奶嘴
或大拇指的时间过长会影响孩子的牙齿和口腔
发育。不鼓励吮大拇指或过多使用安抚奶嘴。
切勿用安抚奶嘴蘸糖或蜂蜜。

3.奶瓶喂养原则：奶瓶中只装母乳、配方
奶粉、牛奶或白开水。避免在牛奶中添加糖，
或在奶瓶中装甜饮料，如果可以，鼓励孩子从
一岁开始使用水杯。

4.教孩子正确刷牙：每天早晚刷牙-早餐
后和入睡前，使用豌豆大小的一薄层含氟牙膏

（注：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米粒大小的含氟牙
膏），含氟牙膏可以使牙齿更坚固。用圆弧刷
牙法 （而不是前后横刷） 轻柔地刷牙 2 分钟。
确保你刷到了每颗牙齿——前面的、后面的和
全部的牙齿。

孕妇口腔保健措施：
怀孕后，激素变化会影响孕妇的口腔健

康，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维护口腔健康有助于
保护孕妇及胎儿的健康。

1.在晨吐时保护口腔的方法：晨吐会影响
一些孕妇。胃反流或呕吐会增加口腔中酸性物
质的量，从而破坏牙釉质，增加患龋病的风
险。呕吐后，用清水或含氟漱口水漱口，或者
用手指把牙膏涂在牙齿上，等待至少 30 分钟
后再刷牙。

2.健康饮食，控制饮食中的糖分：使用富
含蛋白质和钙含量高的食物有益于孕妇和胎儿
的健康。孩子一出生，就可进行口腔护理，尽
量避免共用喂食工具或亲吻口唇，以防传播细
菌。

老年人口腔保健措施：
1.保持义齿的清洁：如果您佩戴活动义齿

（假牙），需要每天进行清洁，请遵循口腔医生
的医嘱，使用专用的义齿清洁剂和清水清洗义
齿。

2.口干会影响您进食、说话、吞咽、咀

嚼、微笑时的舒适度：唾液能够减弱酸性物质
的致龋性，还能起到口腔自洁的作用。吸烟、
饮酒、某些药物的使用和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
口干。咀嚼无糖口香糖或者吸吮无糖硬糖能刺
激唾液分泌。进食时喝水以协助咀嚼和吞咽食
物有利于缓解口干。

3.颞下颌关节的健康对维持下颌稳定十
分重要：缺牙后不修复或义齿松动或过渡
使用可能会增加下颌骨脱位的风险。如果
有牙齿松动或者义齿佩戴不合适，应尽早
就诊。

4.拒绝使用烟草：不论吸烟与否，任何形
式的烟草都是危险的，烟草不仅会增加患牙龈
疾病和口腔癌的风险，还会导致牙齿色素沉
着、口腔异味、牙齿早失、口干、味觉和嗅觉
的丧失。

5.避免饮酒：饮酒过量是包括口腔疾病在
内许多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多数酒精饮品中
的酸性成分和高糖成分会腐蚀牙齿或导致龋病
发生。

世界口腔健康日：携手共求 口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