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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李海

伟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
安全工作，营造安全、稳
定、和谐的校园环境，增强
学校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了解消防安全知识。3月8
日，利津县消防大队陈庄
支队大队长陈乃明带领消
防队、县消防志愿者协会
陈向军会长等人走进陈庄
镇中学进行了火灾逃生、
灭火器使用培训及灭火演
练活动。

首先，陈庄消防支队
的队员为大家演练了火灾
的救援与逃生，接着消防
协会秘书长韩建海向大家
介绍了灭火器的工作原
理，并利用灭火口诀“提、

拉、握、压”，对操作步骤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与说明。
为了使广大师生提高实际
操作能力，特意组织安排
了学校的校园消防员和消
防安全志愿者进行了灭火
演练。在演练中，志愿者们
都能够迅速、准确地按照
操作步骤进行灭火作业，
达到了培训和演练的目
的，取得良好的效果。

通过这次培训和演
练，使抽象的预防变成了
具体的实战演习，有效强
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提
高了师生火险意识和扑
灭火灾的能力，为保障全
校师生安全的工作和学
习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
障。

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李海

伟) 3月8日，利津县教育
局局长陈建设一行到陈庄
镇中学调研、指导工作，陈
庄学区主任岳长收、中学
校长李光耀陪同。

陈建设一行实地察看
了校园环境、教室、办公
室、食堂、厕所及校园周边
环境，对“全面改薄”工程
项目的硬件投入、常规化
教学管理、后勤保障、安全
管理及校园绿化等情况进
行了详细了解，并就下一
步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和指导性意见。随后，陈建
设对学校近年来取得的教

学成果作了充分肯定，对
老师们爱岗敬业的工作态
度和教学氛围表示赞许。
最后，陈建设特别强调：教
育工作是一门良心工作，
教育事业是一项积德的事
业；教师们要继续发扬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争做

“用良心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践行者，为利津县教
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本次调研不仅给学校
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而且也对学校不断优化育
人环境，深化教学改革，全
面提升办学品质起到了促
进作用。

本报3月10日讯(记者
崔立慧 ) 3月8日是国际劳
动妇女节，这天，东营市人
社局等单位在西城新世纪
人才市场举办了一场家庭
服务业专场招聘会。令人意
外的是，招聘会现场来了名
小伙子，他专程来咨询的则
是报考保育员职业资格。

像这样的专场招聘会，
通常会提供家政、物业、保
姆、月嫂、育儿嫂、保安、维
修等就业岗位，除了保安、
维修、物业管理等岗位外，
多数岗位针对的是妇女群
体。而且，这一类岗位吸引
的通常也是年龄偏大的女
性，比如我们常说的4050人
员。

出乎记者的意料，在专
场招聘会进行的过程中，来
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径直
走进了新世纪家政进行咨
询。同样，他的到来，也让新
世纪家政的负责人张继红
相当意外。“十多年了，我还
是头一次接待年轻小伙的
咨询！”

起初，小武 (化名 )咨询
的是养老护理员岗位，想要
考一张资格证。过去的几年

中，从求学阶段到工作阶
段，小武考过若干个资格证
书，例如导游证、心理咨询
师证等等，尽管手头的证书
与目前从事的工作关系不
大，但从事一门职业需要一
张资格证书的认识在他心
里非常明确。

张继红告诉小武，随着
前几年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的调整，许多职业资格证书
都不再通过组织考试的方
式获得了，小武想要的那张
养老护理员证书，就在缩减
的职业资格之列。家政行业
的其他资格证书仍然保留
了一部分，比如保育员等。
张继红递给小武一张宣传
单页，向其介绍公司提供的
家政行业其他的培训项目。

小武当年学习的专业
是老年服务与管理，如果专
业对口，他就业的方向大概
率是养老机构。而如今，他
是东营一家企业的车间操
作工。业余时间，小武会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服务过的
人群包括老年人、残疾人、
儿童等等。在做志愿服务的
过程中，他发现自己过去考
的那些证书没用上，在考证

过程中学习到的专业知识
却真的发挥了作用。而与真
真切切的人打交道，也给了
他很大的幸福感。

“和机器打交道，再久
它也不认识你，但和人打交
道，人是有感情的。”

听了张继红的介绍，小
武有想法考一张保育员的
资格证书。“以前上学选专
业，其实专门有个方向是幼
儿园的工作，我当时没有
选，现在想想如果能去幼儿
园工作也挺不错的。”

在家政公司工作，张继
红平日里见的都是妇女同
志，她对小武的到来也颇感
兴趣。小武的回答是，“我觉
得养老行业是个朝阳产业，
一直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想法。”

张继红认可了小武的
想法，“不管是养老还是物
业管理行业，其实管理层都
是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有专
业基础，再加上几年的实践
经验，这样的年轻人在行业
里会有很好的发展的。”

解决了自己的疑问，小
武坚持向张继红要了联系
方式才离开。

妇女节的招聘会竟来了个小伙
社会观念的转变将促进家政行业从业群体的变化

本报3月10日讯(记者
王超 ) 许多人喜欢泡在网
吧专注于玩游戏，玩累了往
往就会直接趴在桌上歇一
会，这也给了很多不法分子
可乘之机。日前，东营经济
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成功
抓获一名在网吧内多次进
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2月6日，开发区公安分
局胜利派出所接到一名群
众报警称，自己在某小区附
近的网吧上网时，随身携带
的财物被盗。处警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通过查阅相关监
控、开展调查走访，迅速确
定了嫌疑人的身份。2月1 9
晚上11时许，民警获取有效
线索，成功在辖区某网吧内
将王某抓获。经初步侦查，
王某先后五次在网吧内盗
窃他人财物。经讯问，王某
对自己在网吧内多次盗窃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类似盗窃案件网吧内
经常发生，2 0 1 6年一天，男
子王某在一家网吧内通宵
上网，凌晨玩累了便在沙发
上睡了一觉，当时没有在
意，就把自己的手机放在了
电脑桌上，眯了一觉醒来
后，却发现手机不翼而飞
了，遂赶紧报警。原来，男子
赵某在某网吧内上网时，发
现对面座位上的王某躺在
沙发上睡着了，而他的手机
却放在电脑桌上。起了贪念
的赵某在观察许久后，趁周
围人不注意，悄悄将王某的
手机拿了起来，并放在自己
的衣兜里，随后赵某装作若
无其事继续在网吧上网。后
赵某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十三日。

男子朱某平时也经常
泡在网吧，由于长期上网缺
少网费，于是萌生了在网吧
盗窃别人手机的念头，朱某
观察到在网吧上网的人后
半夜比较困，手机经常放在

桌子上就睡着了，且网吧内
熟人较少，自己假意先到吧
台结账，而后谎称找东西，
迅速窜至睡熟的被害人桌
边，趁人不备，揣起手机就
走。利用此方式，先后盗窃
他人多部手机，后朱某在一
次盗窃得手，准备逃离现场
时，被巡逻民警抓获。

本报提醒广大市民，公
共场所一定要注意保管好
自己的钱物。市民网吧上网
要尽量选择环境良好的正
规网吧，尽量不要将手机、
钱包等财物随意摆在电脑
桌旁，最好不要通宵上网，
一旦处于疲劳状态后，自己
的防范意识基本就没有了，
如果离开了一定要随身携带
好自身财物。此外，到浴室、
洗浴中心洗澡休息的时候，
一定不要携带大量现金，贵
重物品最好寄存在浴室服务
台，在大厅休息的时候，手机
绝不能随便放在桌子上，以
免睡着后被人顺手牵羊。

猖狂！你在上网，他在盗窃
一男子多次在网吧内行窃，本报提醒您注意防盗

担当作为深入基层

狠抓落实增强使命

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陈庄镇中学举行消防安全演练

近日，广饶县公安局组
织民警对辖区的加油站点进
行专项检查。民警主要针对
各个加油站点进行消防监督
检查，要求各加油站点建立
散装汽油销售登记台账，并
详细记录销售散装汽油的日
期、购买人姓名及用途等，严
禁随意销售散装汽油，做到
特殊情况及时报告。

本报记者 王超 通讯
员 王丽丽 程伟 摄影报
道

加强散装汽油安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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