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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定 陶
▲4 月 5 日，在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梁王台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社区干部正在摆放刚刚到货的图

书。社区工作人员刘伟介绍说：“我们书屋会定期采购不同种

类的书籍，及时换新，而且我们还会和其他的村社定期置换书

籍，让居民总能读到新的书籍。” 通讯员 刘青青 摄

“这边种金银花要人手多，还不累，我就趁
着家里不忙的时候来赚个零花钱，一天能有 50
元，一个月能领到 1500多元，这都多亏了李书
记。”定陶区黄店镇大坞集村村民刘信民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趁着天气晴好，大坞集的村民们正在给地
里的金银花铺设防草布，大伙儿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忙得有条不紊。关于大坞集发展金银花产
业的事，还要从省派第一书记李天栋来到大坞集
村开始讲起。

自 2019年 4月，省派第一书记李天栋来到

大坞集村之后，发现大坞集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农业村，落后的产业结构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迫在眉睫。他带领村两委通过多
方考察，最终引进了金银花种植项目。

“金银花项目劳动强度小，附加值高，在山地
也能取得好收成，正适合咱们大坞集。”李天栋说，

“去年六月份，村里流转了 30亩土地种金银花，今
年五月份就能有收成了，等明年进入盛花期，按现
在金银花的价格，每年能有五六千元的纯收入。”

村里致富有了新路子，李天栋心中的一块
大石头落了地，但要想村子长久稳定发展，基层

党建更是不能放松。一直以来大坞集村党员不
少，但是积极性不高，制约着村里各项工作的开
展，于是李天栋首先以基层党建为抓手，建机制，
搞活动，调动党员积极性。

“以前，我们也开展一些学习，但形式单一，
都是以念文件为主。李书记来了以后，对学习抓
得紧，学习次数多了，形式也新颖了。”大坞集村
党支部书记刘信军感慨地说，“李书记还投资 70
多万元把我们大队部翻修了，还建了 600平方米
的广场，现在老百姓气也顺了，心也齐了。”

自从李天栋来了之后，村里的组织生活有

了严格的制度规范，村民们不仅有了打工挣钱的
地方，还有了娱乐休闲的去处。李天栋带领大坞
集村过上富裕日子的信心更足了，他通过招商引
进了电子产业入住大坞集村的扶贫车间。

“有啥优惠政策李书记都是第一时间向我
们宣传，遇到啥问题都是第一时间给解决。”山东
孜恒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继龙提起李天栋就
赞不绝口，“我们这个产品是从年后才开始投产
的，现在工人一共 40人，每个月 2000元收入，以
后还会继续扩大规模，李书记让我们对未来的发
展充满了信心。” 通讯员 祝亚蕊

▲4月3日下午，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田文建一行到定陶区冉堌镇捐赠党

史学习教育图书。自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后，冉堌镇党委依托“冉子故里”历史文

化积淀，融入时代特色，充分利用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场文化、企业文化等载

体，积极结合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活动，努力营造书香社会的气氛，推动全民阅读，

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通讯员 戴冰玉 摄






























































































“最近的订单可真不
少，我都快忙不过来了。”4
月 6日，在定陶区杜堂镇谢
庄村谢同立的养殖基地里，
他一边给养殖的驴添加精心
配制的草料一边说，“一年差
不多能出栏 200头，按照目
前的市场行情，扣除饲料成
本，能挣个四五十万，现在我
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据了解，谢同立在养驴
之前，下过金矿、出海捕过
鱼、还在化工厂当过工人，
但是收入只能维持生活。
四处的奔波，让谢同立心力
交瘁，决定返乡创业。在朋
友的介绍下，谢同立了解到
驴肉消费需求大，市场行情
也长期稳定，于是决定尝试
着养殖一批驴，来改变自己
的生活状况。

“原来俺夫妻俩全部在
外打工，干的都是些出力的
苦活累活，一天到晚活干得
不少，但钱挣得不多。”谢同
立的妻子张红霞笑着说，

“现在好了，跟着俺家同立，
在家门口也能挣上钱了，这
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养殖初期，谢同立经常
往返全国各地，向养驴大户

“取经”。经过仔细考察，最
后选定了关东驴这种体格
比较大的品种。看着一头
头肥硕健壮的驴，谢同立开
心地笑了起来：“投资之前，
我专门跑到新疆、陕西、山
西、东北等地转了一圈，觉
得就数养驴赚钱稳当点。
我现在养殖的这个品种，最
大能长到 1000 斤，就是小

点的也能长到 600多斤。”
如今，谢同立把自己的养殖基地经营得

风生水起，从当初的十几头驴，发展到现在的
一百多头，利润也达到了四五十万元，附近有
养驴意愿的村民纷纷上门来向他讨教致富经，
他也热情接待，把自己的养殖经验倾囊相授。

谢同立说：“我现在就想着把养殖规模再
扩大一些，把这个驴产品进行深加工，丰富自
己的产品，拓宽销售模式，走出一条‘骑着毛
驴奔小康’的致富路子。” 通讯员 王 博

▲在建党百年之际，为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贯彻落实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精神，

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关爱他人，4月6日，定陶区孟海学区开展“红领巾共建希望

小屋”爱心义卖捐赠活动，助力“希望小屋”建设，点亮更多希望。

通讯员 周乘铭 徐先彦 摄

▲4月3日，定陶区冉堌镇中心卫生院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

进行。据了解，目前冉堌镇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对辖区内符合接种条件的村民分批次进行疫苗接种。为方便村民就

近接种，冉堌镇开设了中心卫生院、王双楼卫生院、田集卫生院3个接

种点。截至目前，共接种新冠疫苗2287剂次。通讯员 戴冰玉 摄

“因为没有喷施农药
化肥，主要用稻壳粪，果子
是纯天然的，所以大小不
一，口感特别好，能吃到儿
时的味道。”近日，在外闯
荡半生的单县黄岗镇乐享
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德领向记者介绍说。

乐享果园占地 400余
亩，拥有 26个自动控温双
层大棚和 6000 平方米玻
璃温室展厅，现有自主研
发果树 40余种，四季蔬菜
20多种，是一家以生态农
业发展为宗旨，集生态旅
游、果蔬苗木开发种植、销
售、果品深加工为一体的
新型现代化农业科技公
司。谈起为什么做健康农
业，乐园负责人魏德领说，
就是为了找回儿时的味
道，为了乡亲们致富。

“要做健康农业，首先
要从土地开始。土壤里面
因为氮磷钾用得比较多，
不能充分吸收，所以现在
的果实、蔬菜吃起来没有
童年的味道。为此，我们
对土地深翻以后进行测
试，根据土壤情况进行有
机肥的添加，让土地充满
有机质，果实的味道就是
原汁原味的了。”魏德领告
诉记者，果园的种植土地
经过测土配方后，再对土
壤播撒益生菌。抑制病虫
害全部采用中药和生物制
剂，并且还采用物联网技
术实行一体化水肥管理。

为保证果园天天有
果摘，四季有花开，让群众
不出单县就能吃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乐享果业着力发展
南果北种，现有自主研发果树 40余种，四季蔬菜 20多种。为
扩大销路，乐享果业采取互联网的模式，把产品销往天津、石
家庄、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带动
了群众增收。

“返乡创业之初，我们采用‘互联网+大健康，大数据+农
业’的模式，致力绿色无公害种植和管理，致力发展健康农
业。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
振兴，现在已经尝到了甜头。”魏德领说。

记者 王富刚 通讯员 谢 丽

日前，记者在曹县庄寨镇祥北村沃牛生态农业发
展专业合作社采访时看到，饲养员正在喂养法国白玉
蜗牛。据合作社社长祁俊力介绍，这是他从浙江省质
量合格评定协会引进的一项扶贫项目，并和浙江工商
大学强强联手打造，由于蜗牛繁殖快，还可食用、美容，
甚至可当药材，当年就有了收益。

通讯员 宋银生 记者 臧 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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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让俺对生活信心满满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爱心义卖助力爱心义卖助力““希望小屋希望小屋””建设建设

新冠疫苗接种有序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张 莹 记者 王富刚）
近日，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对全院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院党委班子全体成员，各党
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副科级以上干部，
副高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共 100余人

参加会议。
院党委书记闫传银指出，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也是我院实现创新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节
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能够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全体师生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

把握高职教育发展趋势，抢抓国家、省市职
教政策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创建区域特色鲜明的山东省优
质高等职业院校。

闫传银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
认识，切实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责任

感、使命感。要高度重视，提高站位，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
教育工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全院各级党组织要把党史学习教育
当作重要政治任务，把握好学习教育的目
标任务、基本要求和核心要义；立足工作实
际，把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好、部署好、组织
好、落实好，努力做到政治引领到位、深学
细悟到位、师生覆盖到位、为民办事到位、
作风提升到位、开局起步到位；坚持边学
习、边检视、边整改、边提高，确保取得学习
实效。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为党史学习教
育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要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指导监督，确保落
实到位；创新方式方法，营造浓厚氛围；搞
好统筹协调，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完成好年度工作任务结
合起来，统筹推进，同向发力，把学习成效
转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坚强动力，确保党史学
习教育与学院高质量发展双促进、双丰收。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院长杨晓军主持会
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全院
各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迅速掀起党史学
习教育热潮。精心组织部署，确保全院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高起点谋划、高规格推动、
高标准落实、高质量完成。强化责任担当，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见行见效，为全院“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的思想基础和
政治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张 莹 记者 王富
刚）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
意识，提高学院安全应急处置能力，4月 9
日，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在办公楼一楼会
议室、学生公寓区举办校园安全教育暨
消防演练。院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
长帅志星主持。各处室、系部安全员，全
体辅导员、班主任，各班级安全员，全体
宿舍管理员，超市、餐厅工作人员，全体
安保人员及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共 200
余人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包括校园消防安全教育、
应急疏散及消防实战演练等内容。该院
邀请单县消防大队副大队长陈洞安讲授
消防安全知识。陈洞安采取播放视频与
现场讲解的方式，从火灾起因、防范措

施、如何自救、学校防火重点区域及如何
应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为大家上
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课。

在学生公寓演练现场，消防官兵手
把手指导宿管人员、学生正确使用消防
器材 ，正确掌握灭火要点。活动结束
后，帅志星指出，本次消防安全现场演
练，大家能够按照统一指令和要求，快
速撤离到指定地点，基本上达到了疏散
演练的要求。他强调，消防安全事关我
们每一个人，事关校园安全稳定。一定
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熟练掌
握 火 灾 预 防 、火 灾 报 警 、消 防 器 材 使
用、逃生自救等基本知识；注意查找身边
的安全隐患，立查立改，预防各类火灾事
故发生。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学百年党史 促高质量发展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开展校园安全教育

““农家书屋农家书屋””上新书上新书

消防实战演练消防实战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