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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嗖的一声，一只猛禽一跃而起，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蓝天，随即消失在远处的
密林中。”9月 8日，在菏泽市鹰匠猛禽救护中心，市林业局工作人员现场放飞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猛禽 12只。其中，赤腹鹰 1只、红隼 11只。截至目前，该组织先后
组织救护猛禽及其他珍禽珍兽 1000余只，已成功放飞猛禽 34只。记者 李保珠 摄

“俺侄子和侄媳妇就像俺的亲儿子
儿媳一样，这是俺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在郓城县张营街道办事处张二行
政村高山购物超市门口，前来购物的人
们经常会看到 89岁高龄的高成运老人
坐在那里，逢人就夸赞自己的侄子高先
山和侄媳张秋兰。“人都会有老的那一
天，赡养长辈是俺做晚辈应尽的义务，
大伯耳不聋、眼不花，健康长寿是俺们
当晚辈的福分！”高先山和张秋兰听到

这里总会憨厚地笑笑。
高成运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干活

能手，由于当时家境贫困，自己省吃俭用
照顾家人，患上了胃病。起初，胃疼难受
吐酸水，他没当回事。2019年，张秋兰看
到大伯的胃病越来越严重，有时胃疼得
整夜不能合眼，便再三劝导大伯到医院
看看，他却不肯去：“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高先山和张
秋兰便耐心劝说大伯：“就是砸锅卖铁，
俺也要把您老的胃病治好！”

在高先山夫妇的陪同下，高成运经
过多次去医院检查治疗，多年的老胃病
治好了。为此，高先山夫妇不仅花光了
家中的钱财，还背上了 5600 多元的贷
款。每当向村民们提起此事，高成运总

是感动地说：“俺这条老命是俺侄子和侄
媳妇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的！”

为让老人饮食好、睡觉好、少生病健
康长寿，高先山夫妇在自家院里为大伯
专门建了一间砖瓦房，粉刷了墙壁，铺上
水泥地，又为大伯购买了新床，更换了新
铺盖，每周为老人换洗一次内衣，烧温
水、擦身子……

大伯爱吃包子、水饺、排骨汤，张秋
兰就三天两头赶集去买，老人喜欢看戏，
有时附近村里唱大戏，高先山马上放下
手中活，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大伯去看
戏……老人遇到不开心的事，也爱发脾
气、生闷气、不吃不喝，高先山夫妇便坐
在大伯跟前，千方百计逗老人开心。

“高先山夫妇 30年如一日照顾大伯，
从来没有说过苦，说过累，就像一面镜子
照亮了我们村，是我们张二村的光荣。”

张二村党支部书记高成见说。
文/图 记者 仝志华

本报讯（通讯员 王
晓兰 记者 王富刚）“小
孩子不慎落水，二人第一
时间不顾安危，跳进水
里，把小孩子救上来了，
整个过程持续不过十几
秒。发到网上后，瞬间点
赞超过两千多人！”单县
园艺街道舜师名园小区
党支部书记李剑向记者
介绍武力书和赵志强两
人救人情况时说。

武力书是舜师名园
小区党支部委员，赵志强
是单县税务局干部，两人
都是小区的老党员，又都
经常助人为乐，赢得了周
边群众的好口碑。

事情发生在 8月 26
日上午 10时 30分左右，
核酸检测点附近的假山
鱼池边，突然一名妇女大
喊“有小孩掉进水里啦”，
闻声后的武力书和赵志
强三步并做两步跑到池
塘边，顾不上脱鞋直接跳
进水里。当时池塘里的
水比较深，完全没过了孩
子头顶，形势非常紧急，
两人眼疾手快，孩子挣扎

的小手刚冒出水面就被一把抓住，赵志强顺
势将孩子抱起来，武力书拖着孩子的屁股，
两人一拖一拽顺利将孩子救出了池塘。然
而，池塘底部都是淤泥，不易攀爬，武力书此
时已经累得脱力，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才得
以上岸。上岸后，武力书发现脚踝处不知何
时被划破，鲜血汩汩地往外流。

事后，孩子的妈妈介绍说，孩子今年 3
岁，刚被救上来时嘴唇发青，浑身发抖，但幸
亏营救及时，孩子回家洗了个热水澡后又重
新变得活蹦乱跳了。“感谢两位大哥，要不是
他们，后果不堪设想，是他们救了俺孩子的
命！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孩子的妈妈
感激地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相信谁遇
到这种事都会伸出援手。当时没有多余的
想法，身体比脑子先行动了起来。”赵志强介
绍说。

武力书和赵志强救人的义举，在小区的
几个业主群里引起广泛反响，大家纷纷为二
人点赞。因为两人救人后直接离开了现场，
大家又在群里发起了寻找救人者的活动。

“我是疫情防控志愿者，当天自己去药店买
了药，到卫生室做了包扎，就又重新回到核
酸检测现场帮忙维持秩序了。”武力书不好
意思地说。

“武力书和赵志强救人的事迹充分展现
了单县人民崇尚见义勇为、美德健康的新风
尚，我们打算借此机会大力弘扬武力书和赵
志强的好人精神，发挥榜样带动和激励促进
作用，促成凡人善举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单
县园艺街道宣传委员陈芬说。

中秋节期间，巨野县核桃园镇古村落前王庄村石头寨迎来了巴基斯坦的阿米尔、加拿大的陈嘉怡等三人，他们与前王庄
村村民一起，制作月饼，共庆中秋佳节。据了解，阿米尔、陈嘉怡等在巨野县工作多年，和巨野有着深深的感情。阿米尔说：

“来中国多年，第一次在古村落里度过中秋佳节，非常有意义，古村落人太好了。”图为在石头寨农家小院里制作月饼的情景。
通讯员 满常学 摄

近日，在牡丹广场周边道路上，随处可见穿着红马甲的菏泽日报社志愿者。他

们手拿垃圾钳、垃圾袋，沿街捡拾纸屑、烟头等散落垃圾，还有的专门对路段乱停乱

放电动车和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规劝和纠正。

活动中，志愿者们团结一致、分工有序，不仅营造了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还以

身作则，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中来，共同努力创造干净、舒适的

生活环境，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记者 李保珠 摄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艰巨而长
期的工作，火车站作为我市与外界联通的
重要窗口，更是全市创城工作的主阵地、
主战场。近日，记者来到菏泽火车站，感
受创城为火车站周边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变化。

“几年前来过一次，这次来给我的感
觉截然不同。”9月 8日，四川的张明允来
我市出差，在火车站广场感慨，“上次出了
火车站，就被‘拉客’的围上了，吓了我一
跳，周边环境也不好，再看现在，正规出租

车停放整齐，广场大气、整洁、漂亮，让人
如沐春风……”说起火车站的变化，张明
允滔滔不绝：“我还看到，对于出行不便的
旅客，志愿者会帮他们查询车次、指路、查
看健康码、搬运行李……”

火车站的变化，得益于我市全国文明
城市的创建。为加强菏泽火车站广场及
周边区域公共秩序综合管理，擦亮菏泽

“窗口”，近年来，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
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联合执法，持续对火车
站广场及周边区域公共秩序进行治理，使

火车站环境焕然一新。
9 月 8 日 19 时许，记者在菏泽火车

站广场看到，虽然是在夜晚，但广场上
依然井然有序，并不时地看到交警、特
警、城管、交通等部门执法人员在巡
逻。夜色中的菏泽火车站在灯光的照
耀下格外美丽，一些市民在广场上散
步、聊天。“说起变化，我感触颇多。”天
一小区居民王女士说，由于在火车站附
近居住，她见证了菏泽火车站这些年来
的蜕变，“真是一年一个变化，不光基础

设施越来越好，市民素质也越来越高，
在这里转一大圈也不会看到一点垃圾，
随处可见公益广告宣传标语，让人感受
到浓浓的创城氛围。”

文明，是一道风景，更是一种力量。
当前，全市上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擦亮我市的窗口，把最美的
一面展现出来，是每一个菏泽人的责任，
人人也都能从文明城市的创建和进步中
感受幸福、收获实惠。

记者 仝志华

二十六载时光，她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一名英语教师的使命职责，用爱和坚持帮助学
生书写诗和远方，她教过的学生们总会重复这样一句话
——“因为喜欢你，所以爱上英语”。她就是被市委宣传
部和市教育局评为 2022年度菏泽市“最美教师”的单县
南城明德小学英语教师刘朋志。

“我喜欢上刘老师的课，她的课堂非常有趣，我们在
朗诵比赛、课本剧表演活动中，不经意间就把知识要点学
会了。”9月 5日，在单县南城明德小学，三年级学生刘思
涵说。

“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帮助学生‘扣好人
生第一颗扣子’。”刘朋志告诉记者，课堂上，她善于让学
生发挥主体作用，努力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变“教室”
为“学室”，变“讲堂”为“学堂”，做到教学内容“问题化”，
重视问题驱动，引导学生通过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获得发
展，让学生在自由和谐的气氛中通过自主学习去发现问
题，再通过合作、探究去解决问题，让学生在听、说、读、
写、唱、画、演、玩等活动中轻松愉快地学好英语。

“双减”背景下，为了实现“减负增效”的目标，刘朋志
根据英语学科的学习特点，大胆推行教学改革，通过“趣
中学”“用中学”“自主学”和“相互学”的教学理念，确立了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的“三为
主”教学模式。“课余时间，我会为学生搭建学英语、用英
语的舞台，举办英语朗诵比赛、表演课本剧、编排英语短
剧，把德育教育与英语学科教学有机融合，既关注学生的

‘成材’，更关注学生的‘成人’。”刘朋志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刘朋志老师通

过‘主题式集体备课’教研模式的交流和学习，帮助年轻
教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成长。”单县南城明德小学
校长杨洪振告诉记者，刘朋志积极承担起英语青年教师
的培养任务，她面向南城全体教师实行课堂开放，每堂课
都是公开课、示范课，青年教师随时可以“推门听课”。在
她的指导帮助下，多名老师被评为市骨干教师、市教学能
手，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崭露头角。

2015年 3月，刘朋志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朋鹏
工作室”。每年，刘朋志都会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送课下乡和专题讲座。“刘老师总是
引领我们读专业书，悉心指导我们如何备课、上课，如何在课堂中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创新合作互助能力，带领我们定期送课下乡。”工作室成员刘珍老
师说，截至目前，“朋鹏工作室”已先后走进杨楼中心校、李田楼中心校、蔡堂镇中心
校、朱集镇中心校等单县多所乡镇学校，有效提高了乡镇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水平。

孜孜不倦为师路，矢志不渝教书人。从教 26年，刘朋志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
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菏泽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被菏泽学

院单县分校聘为客座教授、学业导师，多次
当选市党代会代表。

刘朋志，这位平凡又不凡的小学英语
教师，依然坚守着她的英语阵地，心怀梦
想、扎根现实，将淳朴的孩子们引向知识的
彼岸，帮助更多孩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追
寻诗和远方。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为进一步树立文明旅游风尚，培育文明旅游氛围，9月 8日，山东菏泽发电厂组织

多名志愿者在市区中华路党建主题公园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现场，

志愿者向群众发放宣传页，传播文明出行理念，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记者 王浩 摄

菏泽火车站：创城氛围浓 处处有文明

““金秋靓城金秋靓城””志愿服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在行动

文明旅游宣传进公园

放飞猛禽放飞猛禽

刘朋志正在指导学生学习刘朋志正在指导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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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山夫妇 30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大伯获称赞——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责任”

侄媳张秋兰陪大伯聊天侄媳张秋兰陪大伯聊天

古村落里的古村落里的““特殊中秋节特殊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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