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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引导全市广
大未成年人积极弘扬雷
锋精神，身体力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
全市《关于开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的通知》(东文
明办〔2018〕17号 )的整体
部署，市文明办等部门决
定，在全市组织开展“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的志愿故事”作品征集
展示评比活动。

●活动目的

通过引导广大中小
学生讲述、分享和学习志
愿服务经历，鼓励他们积
极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养成志愿服务习
惯，帮助他们在服务他
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培
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市文明
办、市教育局、市志愿者

总会
承办单位：黄三角早

报社

●活动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以中
学生为主。

●活动时间

2018年11月——— 2018
年12月

●活动内容

1 .组织发动
各中小学校组织发

动学生积极参与，讲述、
分享自身志愿服务经历，
内容可以是围绕学校教
学、校园环境、校园文化
建设等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可以是围绕社区生
活，组织未成年人开展亲
情关爱、保护环境、公益
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可
以是围绕文明城市创建，
开展文明出行、文明旅
游、城市卫生、爱护公物
等志愿服务活动；也可以
是就近就便到博物馆、文
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和
敬老院、福利院等社会机

构，开展知识讲解、秩序
引导和敬老助老、关爱孤
残儿童等志愿服务活动。

2 .征集展示
引导学生结合自身

真实的实践经历，将自己
的志愿服务故事记录下
来，要求内容详实、感情
真挚、行文流畅，字数不
超过 8 0 0字；提供至少两
张自己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的照片，照片像素要求
100KB以上；将文稿朗读
录音，要求吐字清晰，背
景音乐可自行选配；最
后，注明学校、班级、姓名
和指导老师，然后将文字
Wor d版、电子照片和朗
读的音频，一起投给活动
专 用 邮 箱 ：
w o d e z h i y u a n g u s h i @
16 3 . c om，个人投稿或集
体投稿均可，投稿截止时
间：2 0 1 8年1 2月2 0日。根
据作品情况，择优在“文
明东营”微信公众号和

“黄三角早报”微信公众
号上同步推出展示评比
活动。

3 .集中分享
对征集到的作品进

行筛选，择优选择15部优
秀作品组织编排成演讲
节目。结合“1 2·5国际志

愿者日”，举办东营市“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的志愿故事’演讲分
享会”，推动形成活动高
潮。

4 .评比奖励
结合作品内容和网

络宣传推广的点赞量，对
所有征集作品进行评比
奖励，设一等奖3名、二等
奖7名、三等奖10名，对获
奖者和参加演讲分享会
的选手颁发证书和奖品；
设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
组织单位奖若干，颁发获
奖证书。

5 .宣传推广
加强对活动中发现

的优秀小志愿者、优秀志
愿服务活动指导教师、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扎实
有效的学校或单位，以及
围绕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开展服务项目
的志愿服务组织等先进
典型的宣传报道，大力弘
扬志愿服务精神，引导未
成年人广泛参与，积极投
入社会文明建设，自觉提
高自身的文明素质，培养
文明习惯，塑造良好品
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活动要求

“我的志愿故事”作
品征集展示评比活动是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一
项重要载体，对于引导广
大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
务、自觉提升自身文明素
养和道德修养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各县区、教
育主管部门和各学校要
认真安排部署，精心组织
发动学校师生积极参与，
推动取得良好育人实效。
各学校要加大活动宣传
力度，为参与活动的学生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鼓励学生积极分享、交流
和学习志愿服务经历，并
与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有
机结合，不断提高学校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

东营市文明办
东营市教育局

东营市志愿者总会

2018年11月5日

关于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的志愿故事”作品征集启事

10月26日是山东省第24
届环卫工人节。25日济南市
城市管理局举行的“新华保
险杯·关爱马路天使，共建美
丽泉城”征文、摄影颁奖活动
中，济南11500名环卫工收到
新 华 保 险 送 来 的 节 日 礼
包——— 意外伤害保险。这份
保险保额每人10万元，是新
华保险连续第二年向济南环
卫工人们捐赠。

“这份保险我们永远不
想使用，但有了这份保险，可
以让我们工作的踏实些。”济
南环卫工人代表告诉笔者，
去年年底时，有名工友在清
扫路面时，遭遇交通事故，不
幸离世。事故发生后，新华保
险济南中心支公司积极与相

关部门和环卫工人家属联
系，简化理赔流程及理赔资
料，在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后，
将10万元理赔款汇到了家属
账户。

自2017年8月，“城市因你
而美·新华伴你而行——— 新
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
型公益行动”启动以来，该项
目已在全国56个大中城市落
地。活动启动当月，新华保险
便向济南1万多名环卫工捐
赠了该保险。新华保险山东
分公司还在全系统内首开先
河，独树一帜，一次性完成了
在潍坊、聊城、泰安、烟台、济
宁、淄博、威海、滨州、临沂、
莱芜、枣庄、德州、东营、菏
泽、日照15个城市的项目落

地。2018年，菏泽市区近2500
名环卫工人也已获赠该保
险，项目基本实现了在山东
省内的覆盖。

为了实现项目的深耕细
作，实现公益行动的特色化、
深度化、持续化运作，新华保
险开创了“保险产品+公益平
台+志愿服务”的新模式，在
35家省级分公司都组建了分
部。作为分部之一，新华保险
山东分公司为环卫工人送上
了“专场交响音乐会”等特色
活动。

当天颁奖现场，活动组
织者宣读了征文、摄影比赛
通报，并为获奖人员颁奖。新
华保险山东分公司志愿者向
环卫工人送上慰问品。

本报11月5日讯 (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张兴

波) 记者从东营市科协获
悉，11月4日，第18届“明天
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揭
晓，东营市胜利一中戴存
玺同学喜获三等奖，这是
今年东营市科协推荐的高
中选手第三次问鼎国家级
科创类奖项。

第18届“明天小小科学
家”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周凯旋基金
会共同主办，11月1日上午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幕。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浚、中国科学
院院士汪景琇受邀参加开
幕式暨院士讲坛，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科技
爱好者分享交流。中国科学
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房建成，中国科协青
少年科技中心主任刘阳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终评活动期间，通过

研究项目问辩、综合素质
考察、知识水平测试等一
系列测评环节，评选产生
活动的最终奖项。同时，还
将组织开展诺贝尔奖获奖
科学家讲座、参观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科技场馆、北
航科技社团实践体验、“明
天小小科学家”同学会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技主
题交流活动。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作为一项国内青少
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选拔
和培养活动。经过近20年的
发展，在各主办单位共同
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组织程序日益完善，
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已
成为我国青少年科技教育
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第18
届活动共有2472人注册申
报，创历届新高。经资格审
查和专家初评，共有来自
全国2 0个省 (区、市 )及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30
名高中学生入围终评。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揭晓啦
东营选手喜获三等奖

新华保险为济南万余环卫工

免费续保人身意外伤害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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