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全县农村集体野三资冶清理工作第四次调度会
议召开遥 县委副书记徐涛出席会议遥
全县农村集体野三资冶清理现场推进会以来袁各乡镇

渊街道尧开发区冤和各工作专线扎实行动袁农村集体野三
资冶清理工作初见成效遥目前袁全县已有 181个村组完成
了三资清理工作袁占总量的 19%曰676个村组完成摸底袁
进入清收清欠和理顺完善合同阶段曰79个村组正在开
展调查摸底遥
会议要求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下沉工作力

量袁有效传导压力 袁敢于较真碰硬袁充分发挥好重大疑
难问题分析研判处置机制效力袁加大正反两方面典型案
例的宣传力度袁健全完善野三资冶管理制度和资产尧资源尧
合同管理台账袁推动清理攻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遥
县领导赵方禄尧朱祥法尧王立忠尧刘纪祥参加会议遥

（本记）

全县农村集体“三资”清理
工作第四次调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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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12月 6日袁县委常委班子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冶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遥 市委主题教育第
六巡回指导组组长李克堂袁副组长秦书玉到会
指导袁县委书记姜宁主持会议袁县委副书记尧县
长孙德士袁县委副书记徐涛出席遥

会上袁县委常委班子和县委常委从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袁担当作
为尧履职尽责尧为民服务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袁密切联系群众袁反对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袁
遵守党的纪律袁知敬畏尧存戒惧尧守底线袁履行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方面袁 进行了检视分析袁

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遥
李克堂在点评时指出袁这次民主生活会主

题鲜明尧程序规范袁严肃认真尧富有成效遥 要持
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形成习惯学尧沉下心来学尧及时跟进学尧
联系实际学袁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遥 要深入
抓实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工作袁进一步明确整改
方向袁深化整改成效袁注重建章立制遥要从严从
实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
制袁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袁加强纪律
规矩建设袁以优良的干劲和作风袁推动各项事

业的发展遥
姜宁指出袁县委常委会和常委同志要提高

政治站位袁带头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袁 严格按照市委指导组的要求袁突
出抓好问题整改落实遥对民主生活会上检视剖
析的问题袁逐项列出清单袁明确整改措施和完
成时限遥 属于县委常委班子的问题袁要逐一分
解袁落实到有关常委和有关部门单位曰对于属
于县委常委个人的问题袁 由个人制定整改计
划袁认真整改遥县委常委会要对照问题清单袁定
期调度整改落实情况袁同时袁要指导全县各级

党组织开展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袁确保
主题教育效果遥 要建立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的长效机制袁 作为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课题袁锤
炼队伍尧提升能力袁带头改进作风袁严守纪律规
矩袁以一流的业绩袁加快推动宜业宜居宜游沂
南建设遥
县委常委班子出席会议袁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麻建东袁县政协主席刘正生列席会议遥
（本记）

县委常委班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

12月 5日袁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葛继勇带领全市
安全生产打非和应急视频会商系统建设工作现场会与
会人员来我县观摩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陪同遥
与会人员先后观摩了我县大庄镇庙官庄社区尧朱家

井子村和大庄镇应急管理办公室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袁对我县在野打非冶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遥
近年来袁我县深入开展野打非冶专项行动袁坚持野政府

领导尧分级负责尧发动群众尧全民参与冶曰以乡镇村居为主
体袁全面落实野村居上报尧乡镇吹哨尧部门报到冶常态化打
非工作机制遥 突出对烟花爆竹尧危化品尧农村自建房尧蔬
菜大棚尧养殖场等巡查袁坚决消除安全隐患袁确保全县安
全生活生产袁维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县领导于广威参加活动遥（杨超 高波）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和应急视频会商系统
建设工作现场会与会人员来我县观摩

12月 4日袁 县委书记姜宁主持召开县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袁 研究审议
叶关于推动审批服务执法力量下沉创新网格化
管理运行机制的实施意见 渊试行冤曳叶关于进一
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曳袁 安排部署
相关工作遥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袁县委副书
记徐涛出席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推动审批服务执法力量下沉是

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迫切需要袁也是解
决基层工作难题的现实需求袁要按照共建共治
共享的要求袁 准确把握改革的方向和原则袁搭
建好野一办两中心冶的系统平台袁打好系统化尧
科学化尧法治化的改革基础遥要以乡镇为主体袁
坚持赋能减负并重袁提升基层工作效能遥 要进
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袁将党建的引领作用贯穿
到改革始终遥 试点乡镇要大胆探索袁为全县面

上推开趟出路子袁组织尧编办尧财政等部门要强
化责任担当袁形成工作合力袁提供全方位工作
保障遥
会议要求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强化改革

的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同性袁着力解决当前存在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健康服务遥 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袁推进
各项改革工作落实遥 要加强协调联动袁建立上

下联动尧部门协调尧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袁凝聚
医改工作强大合力遥 要加强监督考核袁严格落
实追踪问责制袁 确保全县医改工作稳步推进尧
取得实效遥
县领导赵方禄尧朱祥法尧刘纪祥尧王立忠参

加会议遥
（赵秀珍）

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召开

12月 2日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主持
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袁 听取全县安全生产尧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尧农村改厕和村庄规划编制等
工作情况汇报袁研究部署工作任务遥
会议强调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时刻紧绷安全
生产这根弦遥 强化安全生产精准治理袁结合冬
季安全生产的特点袁以第四季度执法评估工作

为主线袁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尧烟火爆竹尧学校尧
道路交通尧文化旅游等领域和行业的专项整治
行动袁做好各项工作检查和隐患整改遥 要持续
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袁落实野村居上报尧乡
镇吹哨尧部门报到冶的常态化打非工作机制袁加
强相关部门协作袁开展联合执法袁将野打非治
违冶坚持到底遥

会议指出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尧农村改厕
是一项民生工程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袁必须做实做好遥会议还研究了叶全县生活污
水治理及试点方案曳编制和农村改厕后续管理
工作袁要求充分考虑村庄实际情况袁实行一村
一策袁科学合理选择收集和治理方式遥 统筹谋
划袁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与城郊村提升尧片区
建设尧汶河沿线湿地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遥 要
研究推进工作的机制办法袁扎扎实实抓好各项
任务落实遥
会议要求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要结合乡村

实际袁突出特色袁分类推进袁因村施策袁坚持群
众主体袁让规划更实用尧更接地气袁切实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袁改进农民生活方式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遥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谢世德袁县政协副主席高海梅列席
会议遥

（赵秀珍）

孙德士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

12月 2日下午袁野齐鲁时代楷模冶 许步忠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在我县举行遥 县委书记姜宁,县委副书记徐
涛尧张雪敏及部分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聆听报告会遥
报告会上袁 播放了许步忠同志先进事迹专题片袁六

位报告团成员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许步忠同志忠诚
于党尧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袁真实再现了许步忠同志的
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袁让大家深受教育尧深受感动尧深受
启发遥
会议要求袁要以先进为榜样袁守初心尧担使命尧找差

距尧抓落实袁大力弘扬和践行沂蒙精神袁持续推动主题教
育往深里走尧往心里走尧往实里走袁以实际行动纪念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临沂六周年袁勇做新时代泰山野挑山工冶袁
凝聚起全县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遥 （杜晓果）

“齐鲁时代楷模”许步忠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我县举行

12月 2日袁 我县举行建国前老党员照护中心揭牌
仪式遥 县委书记姜宁参加活动遥
姜宁指出袁建国前老党员照护中心的成立袁为我们

从物质和精神上关心关爱老党员搭建了新的平台袁也为
社会各界敬老孝老尧奉献爱心提供了载体遥 对入住的老
党员袁照护中心要高标准尧高质量做好照料服务袁各乡镇
和相关部门要做好协调联络工作袁 让老党员住的顺心尧
舒心袁让家属们放心尧安心遥各级各部门要加大政策落实
和探索创新的力度袁在志愿服务尧医疗服务尧走访慰问尧
帮扶解困等各方面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袁为建国前老党
员关爱工作探索经验尧作出示范遥
建国前老党员照护中心创新推行 野医养结合冶及

野6+1冶养老模式袁房间设施配套齐全袁配备专职医疗和
护理人员袁全天候贴心服务袁为建国前老党员提供免费
的医疗和养老服务袁让他们安享晚年遥截至目前袁已入住
建国前老党员 50多名遥
县领导朱祥法参加活动遥 （本记）

建国前老党员照护中心揭牌

近日袁 县委书记姜宁主持召开县委常委
会遥 会议审议叶关于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实施方案曳袁 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
神袁安排部署人大尧政协尧纪检监察尧主题教育尧
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等工作遥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袁县委
副书记徐涛尧董德利尧张丽尧张雪敏出席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遥 县委常委班子要带头学习好尧领会
好全会精神袁 将自身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袁找准工作定位袁提高工作效能袁推动各项改

革落地落实遥 要加强领导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东和临沂重要讲话精神袁结合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结合沂南实际袁深入
基层开展四中全会精神宣讲袁利用各类媒体进
行立体化宣传袁 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袁提
高贯彻落实的执行力袁推动全会确定的各项任
务在沂南落地生根袁推进全县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遥
会议强调袁 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袁上

级党委先后召开了人大尧政协工作会议袁对新
时期人大尧政协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袁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任务遥县委将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

神袁全力支持县人大和县政协探索更好的方法
开展工作袁进一步发挥好县人大代表和县政协
委员的自身优势袁不断提高履职水平遥
会议要求袁全县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

贯彻落实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精神袁把求
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袁把真抓实干的作风树起
来袁在创新实干中走在前尧作表率袁以更高的标
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遥要围绕工作难点和群众
关注的热点开展主题教育袁加强调度袁强化宣
传引导袁持续抓好问题整改措施的落实袁不断
提高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遥 要高度重视袁严肃
认真袁紧扣主题教育袁高质量高标准开好民主

生活会遥要尽快启动首批纳入专业化管理村党
组织书记推荐工作袁 制定出台专业化教育培
训尧管理考核尧服务保障等配套制度袁结合实际
强化对专业化党组织书记队伍管理袁发挥好正
向激励作用遥要明确主体袁搭建平台袁完善体制
机制袁建强队伍袁用好阵地袁活化形式袁确保全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标准建设尧高质量发
展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县委常委出席会议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麻

建东袁县政协主席刘正生列席会议遥
（杜晓果）

县委常委会议召开
姜宁主持 孙德士徐涛董德利张丽张雪敏出席

近日袁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
习遥县委书记姜宁主持会议遥学习传达了叶中共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曳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曳
叶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曳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曳等遥

姜宁强调袁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袁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遥 要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袁扎实开展调查研究袁获取第一手鲜活
资料袁谋划好经济社会各项重点工作遥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
重要论述袁 实施好 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
例曳袁 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袁在学深学透上有
新体悟袁在深化转化上有新进展袁在求实求新
上有新成效遥要以贯彻叶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曳
为契机袁超前预防袁关口前移袁建立健全宗教矛

盾纠纷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袁进一步
规范全县的宗教活动袁使各宗教点的管理工作
走上法制化尧规范化尧制度化的轨道遥要切实扛
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袁增强责任意识和
担当意识袁自觉履行野一岗双责冶袁层层传导问
责追责压力袁积极营造勇于担当尧能够担当尧敢
于担当的氛围遥 （李倩）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

近日袁县委常委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学习研讨遥县委书记姜宁袁县委副
书记徐涛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县委常委围绕野党性修养尧机关党的

建设冶两个专题袁紧密结合工作思想实际袁谈体
会谈打算袁交流学习思考成果袁进一步深化了
对加强党性修养和机关党建的认识和理解遥
姜宁指出袁无论是加强机关党建还是强化

党性修养袁最终都要落脚到真抓实干尧推动工
作上来袁各级要以担当实干的行动袁扎扎实实
的成效袁体现党建成果袁体现守初心尧担使命的
党性遥
姜宁强调袁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待尧推进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袁把党建的学习尧
业务的学习融入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求上
来袁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袁提高运用党

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的能力遥 要做
好群众工作尧走好群众路线袁这是讲党性的根
本标准袁也是党建和业务融合根本要求袁更是
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姜宁要求袁要把党建引领作用体现在业务

工作的方方面面袁确保思想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袁 确保业务工作不走
样尧不走偏遥要通过主题教育检视整改问题袁激

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敢担当的热情尧为民服务
解难题的能力袁在想干会干中促进业务工作的
提升遥 常委部门要带头结合实际袁突出业务特
色袁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党建品牌袁把业务工
作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袁让党建真正成为
做好工作的动力袁推动工作上水平尧出亮点遥
县委常委参加会议遥

（本记）

县委常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研讨

11月 29日袁我县召开政府部门职能运行野流程再
造冶工作推进会议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出席并讲
话遥

孙德士指出袁开展野流程再造冶工作袁不是简单的事
项梳理袁而是根本性尧颠覆性的自我革命袁是巩固改革成
果的内在要求袁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具体体现袁是提
升政府效能的迫切需求遥要切实增强做好野流程再造冶工
作的责任感尧紧迫感袁打一场从思想到行动的流程尧规程
再造攻坚战遥

孙德士要求袁开展野流程再造冶工作袁要突出问题导
向袁聚焦工作中的痛点尧难点袁加快流程尧规程再造袁推进
体制尧机制优化遥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袁各部门要对自己
的工作全面梳理袁把该野放冶的放开袁该野压冶的压缩袁该
野简冶的彻底精简袁该野优冶的全面优化遥 要从高效执行上
发力袁用制度创新成果强化执行尧推动落实尧提高效率袁
确保野流程再造冶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遥
县领导于广威参加会议遥（本记）

全县政府部门职能运行
“流程再造”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曾几何时袁白衣天使的微笑曾经温暖过
无数病人袁燃起生命的希望遥 微笑的感染力
是巨大的袁 即使有时我们本身无法感觉袁却
如同穿过乌云的太阳袁将他人温暖照亮遥
记忆中依然清晰记得袁许久前的一天深

夜袁我正在值班袁一位患急性胃穿孔的中年
女性急需手术袁 在我为她做完一切术前准
备袁将她送往手术室的路上袁从她眼神及微
微颤抖的双手袁我清楚的感觉到她内心的恐
惧袁便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袁向她露出一个微
笑袁她眼中的恐惧尧无助渐渐退去袁手也很快
不再颤抖遥 不久后袁再次见到这位处于康复
中的患者时袁她非常感激的告诉我院野我无法
忘记进手术室前你给我的微笑袁是你的微笑
让我不再害怕遥 你知道吗钥 你的那个微笑对
我来说真的是天使的微笑啊浴 冶我深深地被
触动了袁这种微笑对于在急诊科工作二十多
年袁自认为看尽人世间生死离别的护士来说
似乎都有些太平常了袁 然而仅仅是一个微
笑袁却起到了比镇静剂更有效的作用啊浴
的确袁护理工作繁琐尧平凡袁使我们似乎

少了许多激情曰护理工作辛苦尧繁杂袁使我们
日益疲惫曰 终日面对许多痛苦呻吟的病人袁
似乎又使我们多了一份司空见惯袁于是我们
的面孔渐渐淡漠袁我们的话语渐渐简单遥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说过院行动似乎是

跟在感觉后面袁但实际上行动和感觉是并肩
而行的袁 行动是在意志的直接控制之下袁而
我们能够间接控制不在意志直接控制之下
的感觉遥 因此袁如果我们不愉快的话袁要变得
愉快的主动方式是院愉快地笑起来遥 无论我们工作多么辛苦尧琐碎袁生活中有
多少烦恼袁当面对病人的时候袁不妨慷慨地展开你天使般的微笑袁或许你会发
现微笑的价值院它不需要花费什么袁却创造了许多成果袁它丰盈了接受者袁又不
会令给予者贫瘠遥
天使们袁请展开你的微笑浴

展
开
天
使
的
微
笑

阴

吴
红

砖埠镇阳岚庄袁 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遥 儿时常见人来人往袁春播秋种袁收割
扬场袁村民勤奋袁颗粒归仓遥
秋收完毕袁拾柴火是件大事遥 庄稼

的秸秆袁像玉米秆尧高粱秆尧豆秆尧麻秆尧
地瓜秧袁青草尧麦秸尧落叶及杂草都可以
被垛成柴火垛遥 村民就像艺术家一样袁
把柴火垛得各式各样袁有溜圆的袁四方
的袁三角形的......柴火垛成了农村一道
靓丽的风景浴 尤其是生产队大麦秧垛袁
高大袁蓬松尧柔软尧抗折腾袁成了孩子们
的乐园遥 捉迷藏尧野打鬼子冶尧野抓汉奸冶袁
上窜下跳袁玩耍打闹袁不亦乐乎遥 玩累
了袁就仰面躺在柴火垛上遥 天当房袁垛当
床袁野菜野果当干粮袁看蓝天白云袁听狗
吠牛哞遥 柴火垛还是那个年代青年男女
谈情说爱的好地方遥 当微风轻拂袁秸秆
和秧藤的气息阵阵扑面而来袁 沁人心
脾遥
家里农活忙完袁就满山遍野地拾柴

火袁那时候大人小孩都勤快袁地上的长
草短棒袁被耙子搂得溜光遥
阳岚庄因拾柴火出了名的人很多袁

记忆最深的是陈洪渠老人遥 按辈分我得

喊他大哥袁他为人和善袁幽默风趣遥 因剪
了辫子袁头顶上没头发袁脑袋两侧及后
脑勺披散着长发袁极像艺术家遥 他经常
用锄头或铁锨挑着筐上山下坡袁用锄头
耪路边的草茬袁堆成堆袁借着风溜出来
装回家烧火做饭袁真是太有办法了遥 那
个年代确实是没有地方拾柴浴 我年少学
不来袁常拾不着袁于是娘便责怪浴

俺家一开始没有柴火垛袁只能现拾
现烧遥 我清晰地记得有时拾不到干柴袁
用不干的青草烧火做饭直冒狼烟遥 那年
头谁家有柴火垛就是富户浴 垛在门前的
柴火垛是这家主人身份的象征袁还表明
这家人勤快浴 有了柴火垛也许就能娶上

媳妇遥 于是我决心要拾个柴火垛遥 十四
五岁那年冬天袁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可以
拾柴的地方遥 闲置的玉米地经冬天一
冻袁 深耕过后便露出玉米砟子茸茸袁村
民们用大铁耙去搂袁 我们管它叫拉大
耙遥 每天天不亮袁我就起床去沂河边的
黄土地里拉大耙遥 太阳刚一冒红袁我就
冻得小脸通红地回来了遥 陈洪田大哥是
战斗英雄袁孟良崮战役被敌人炸掉一条
腿袁每天早起手摇着民政部门给他配的
三轮车去公社袁 每次遇见我都夸我能
干浴

革命烈士陈洪举袁 南下干部安祥
瑞袁抗战英雄陈洪昌都是阳岚庄的遥 抗

战时期袁 他们给队伍做饭沒有柴火袁就
和村民们一起把凳子和门板砸碎为亲
人烧水做饭浴 至今传为美谈遥

柴火垛还是村民歇晌尧 晒太阳尧谈
天说地的文化场地袁 三五成群谈古论
今遥 拧开收音机袁大家半仰在柴火垛上袁
听新闻袁听评书袁听戏曲袁好不自在遥 真
是院
柴火垛前拉家常袁
无忧无虑晒太阳遥
老牛歇冬为春耕袁
谈天说地好玩场遥
如今阳岚庄的柴火俯拾皆是袁但再

也没有人拾了遥 村民大都用上了沼气尧
燃气和煤气浴 现在看村民身份早就不看
柴火垛了浴 现在的村民住的是高楼袁开
的是豪车袁戴的是名表浴

砖埠镇阳岚庄袁是生我养我让我眷
恋的地方袁如今蓬勃发展袁乡村建设一
片繁荣浴 正所谓院
不忘柴火垛袁
追梦创卓越遥
乡村大振兴袁
中华正蓬勃浴

柴火垛
阴 安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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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广大党员群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中宣部用阿

里的技术建设的综合性学习平台，是为
了满足互联网时代学习需求多样化、个
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创新举措。该平
台有文章、有视频、有音乐、有同期声，
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内容包罗万象，被
广大用户称为“指尖上的百科全书”。自
该平台一上线以来。就因内容全面、权
威、实用、免费、公益、无广告等特点，受
到了广大党员群众的热烈追捧，“你今
天“学习强国”了吗？”成为当前最时髦
的问候语。
如您是党员，《第一频道》、《新闻联

播》、每日金句，让您随时随地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最新讲话批示指示精神，了解
每天国内外大事要闻。
如您是学生，不论中小学生还是大

学生，各类“中小学名师讲堂”、“慕课”
讲座，上百集的专业视频资源，全都免
费看，不怕您学不会！
如您是年轻爸妈，打开“小喇叭”，专

业幼儿启蒙音频免费听，高质量的育儿
不再需要高额的花费。
如您是退休的大爷大妈，搜索“广场

舞”，全国各地广场舞展演应有尽有，让
您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如您是美食家，这里面的美食纪录

片，每一集都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水
准，包您享受视觉上的饕殄盛宴。
如您喜欢养生保健，这里有视频手

把手教您，怎么刮痧拔罐；怎么预防常
见病；怎么注意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
如您喜欢中国古典文化，这里面有 6

大名著的视频导读，图文并茂的讲解，
让古典文化不再晦涩难懂。
如您喜欢旅游逛街，全国各地航拍

大片任您选，中国的大好河山、秀丽景
色，瞬间展现在您的眼前。
不论您是谁，不论您从事哪个行业，

不论您处于哪个年龄段，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都能找到您想要的！期待您加
入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这个大家庭
里来！
下载安装方式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由 PC 端、手

机客户端两大终端组成，PC 端用户可
登陆网址 www.xuexi.cn 或通过搜索引
擎浏览，手机用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或
手机应用商店免费下载使用。
第一步：下载安装

第二步：注册登陆

第三步：扫码加入“沂南县群众”学
习组织

致广大党员群众的一封信

你一定还记得脚下这条路原来的
模样
你一定不会忘记众人忙着修路的
情景
走在新修的宽阔平整的大路上
你的眼前一定又浮现出当年
坑坑洼洼的土路在雨后更加难走
大坑小洼、轧翻的路基
各种车辆在上面边走边跳舞
人在车上如同散了架
好车开起来小心翼翼
旧车司机边踩刹车边骂娘……

后来，政府决定拨款修路
讯息如飞一般传遍了路两边的村
子
村民自发捐款支持
不久，大家都走在了平整宽阔的大
路上
向着心中的梦想出发
沿着追梦者的步履
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康庄大道
路，洒满阳光，在我们脚下
它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梦想和希冀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一直在路上

在路上
阴 杨少强

邪教是在正统宗教神职系统之外的一种极端主义的异端
教派，是社会的毒瘤。它披着宗教的外衣或打着气功的幌子，
编造歪理邪说，欺骗群众入教、实行精神控制、骗取信众钱财、
扰乱社会秩序。因此，我们要识邪、反邪和御邪。
为此，我们从《反对邪教 健康人生》一书中选取了部分插

画，向广大群众全面介绍邪教的本质、危害，邪教与宗教的根
本区别，目前存在的主要邪教组织，防邪小知识等，使广大群
众进一步认清邪教的丑恶本质，了解并掌握反邪教知识，自觉
抵制邪教。
让我们携起手来，彻底铲除滋生邪教的每一寸土壤，共同

营造一个“崇尚科学、倡导文明，反对邪教，健康人生”的社会
环境，共建一个安定有序、和谐美好的家园！

反对邪教 健康人生
警示教育插画选登

mailto:ynxxwzx@ly.shandong.cn
http://www.xuexi.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