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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一中荣获
全区青少年普法先进单位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张泊潆

本报讯 近日，
“ 自治区青少年
普法教育工作总结表彰经验交流现
场会”在呼市赛罕区民族小学落下
帷幕，在表彰会上，一机一中被授予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全区青少年

普法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多年来，
一机一中在普法教育工
作中，
立足校园，
依法治校，
依法执教，
积极推进普法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
合、普法教育与法律志愿者行动相结
合、普法教育与重大节假日教育相结
合、
普法教育与安全教育相结合、
普法

教育与课程渗透相结合等模式，
取得
了良好的法制教育成果。同时，
学校
走进社区实现资源共享，
以学校为中
心深入家庭、教育帮带、共同提高，
形
成了三位一体互动式教育网络，
有力
地促进了学校教育资源的整合，
提高
了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东兴检查站
及时处理道路安全隐患

日前，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兴检
查站工作人员在夜间巡控时，发现道路安
全隐患并及时处置，保证群众出行安全。
当晚，检查站民警巡逻至 110国道黑麻板
村附近的大斗林庆桥时，民警发现道路中
间洒落了一堆将近两吨的煤。由于夜间
照明不好，又是雪天，且煤堆是在桥上，很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在现场分流车
辆的同时，迅速联系黑麻板村的村主任和
治保主任，现场协商调车对路面进行清
理。道路恢复通畅后，
民警又继续巡逻。
荀艳美

雪天路滑车辆冲入隔离带
民警：雪天驾驶需谨慎

“保平安、促稳定”百日会战开始以来
东兴大队一中队加大对 110国道、铝业大
道 的 夜 间 巡 逻 力 度 ，严 控 事 故 的 发 生 。
2018年 1月 6日晚 21时东兴大队一中队在
夜间巡逻至铝业大道南绕城附近时发现一
辆小客车停在路中间隔离带上，该路段照
明条件不佳，
路上大货车较多，
极易发生危
险。民警们立即在事故车后摆放锥筒并指
挥过往车辆绕行，以免发生二次事故。经
了解，
该驾驶员行驶至铝业大道时，
因对向
大车没变光导致视线模糊，
判断失误，
再加
上雪天路滑，才驾驶着车辆冲进了路中间
隔离绿化带。所幸人员没有受伤只是车辆
受损。在民警的帮助下，目前该车己成功
驶离隔离带。
王帅 陈雨菲

交通安全体验课为
学生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青山区有孔子学堂了
为了进一步推进学院社区
“鸿雁学
堂”
党建
“微实事”
为民服务项目，
日前，
学院社区举办
“孔子学堂”
授牌仪式暨
鸿雁学堂启动
“拜师礼”
活动。青山区

北重二中一教师
入选
“内蒙古好人榜”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张睿
本报讯 1月 11日，记者了解
到，北重二中教师高志娟入选“内
蒙古好人榜”。
据了解，高 志 娟 老 师 自 1981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就职于北重
二中，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从事
班主任工作将近三十年。所带班
级多次被评为各级优秀班级、团
队。从教三十多年来，高老师潜
心钻研教材，她结合外地的先进
经验进行教改实验，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教学风格。多年来高志娟
老师一直跨年级教课，承担三个
班的英语教学任务，同时担当班
主任、年级组长、英语备课组长，
日常工作总是同时备两个年级的
教案，虽然教着三个班的学生将
近 200人 ，但 是 她 会 关 注 到 每 一
个学生。

首个社区孔子学堂正式落户该社区。
活动现场，社区的学生们行拜
师礼，通过拜师礼感受博大精深的
传统汉文化。随后，大家共同体验

了鸿雁学堂的特色课堂“传统乐器
赏析”
“书画会友”。
、
全媒体记者 张彩霞 通讯员
王洋摄影报道

内科大新增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全媒体记者 张彩霞 通讯员 孟曦
本报讯 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正式公示了 2017年新增
学位授权审核结果。内蒙古科技大
学新增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两个一级学科授权点。
据了解，经初步统计，本次三
大类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数量有
656个，其中新增一级学科授权点

324个，已有二级学科授权点新增
为一级学科授权点 284个，新增专
业学位授权点 48个。近年来，内
蒙古科技大学积极推进学科建设
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工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至
此 ，内 蒙 古 科 技 大 学 现 有 冶 金 工
程、矿业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 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

富强路小学教师帮扶贫困生
◇全媒体记者 张彩霞 通讯员 秦璐
本报讯 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
的光辉，一份爱可以体现社会的温
暖。1月 4日下午，富强路小学举办
了主题为
“爱心绽放生命之花”的爱
心捐款活动。
为了帮助贫困学生解决生活困
难，更好地安心学习，富强路小学党

支部向全体教师发出倡议，组织全
体教职工奉献爱心。党员教师带头
捐款，其他老师也纷纷伸出援手，在
新的一年给帮扶学生送上一份爱心
祝福。
富强路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陆续为更多有需要的学生搭
起心愿的桥梁，将关怀和温暖送到
每个学生的手中。

为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工作，进一
步强化中小学校园安全稳定，做好学期末
及假期交通安全防范工作。近日，包头市
交管支队特勤大队护校中队在包头市蒙
古族小学开展
“模拟十字路口”体验课。
护校中队利用两节课时间，对蒙古族
小学 600余名同学开展
“模拟十字路口”
体
验课。体验课上，首先由护校中队警员教
授学生交通警察指挥手势，之后由学生扮
演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
通过结合交
通警察指挥手势、红绿灯的变化、设置突发
状况观察学生如何通行，并用浅显易懂的
语言进行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解
说，
紧密结合辖区交通特点，
重点突出对日
常出行时不文明行为和假期交通安全注意
事项等实用知识的宣传教育，通过生动直
观的现场感受，
使学生们加深印象，
达到交
通安全知识学以致用的目的。
陈森

包头交警：
开门首打
“平安”牌

2018年元月 9日晚 8时至 10时，包头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代
号为
“猎鹰一号”
的集中中夜查统一行动。
此次行动中，包头交管支队设立了 35
处盘查点，形成了全市性的集中整治格
局。在 2个小时的查辑过程中，
各盘查点民
警主要针对酒后驾驶、涉牌涉证等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城区各大队在酒后
驾驶易发多发的主要路口设置固定查盘查
点，逐车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各公路大
队在收费站入口等有照明条件的区域设置
盘查点，主要查处大货车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当晚共查获饮酒后驾驶 16起，醉酒
驾驶 10起，无证驾驶 16起，假、套牌车辆 1
起，
行政拘留 11人。
姜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