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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开车行驶
在市区路上，发现前方一
辆公交车，在距离公交站
台五六米处停下，整个车
身都留在机动车道上，直
接堵住了后面的车流。

原来，一辆白色的私
家轿车占据了公交车专用
车道，这才导致后面的公
交车开不进规定区域。

这辆私家车可能也怕
耽误别人上公交车，并没
有直接停在公交站台前，
而是选择停在了离公交站
台 2 米处左右的绿化带
边。如此一来，如果公交
车不绕过它拐进公交车
道，等在公交站台的乘客
就只能绕远，在行车道内
上下车。

就这样，两个车道都
被占了，造成了拥堵，一
名疏导员上前交涉。直到
几分钟后，一名女子从远
处走来，上了私家车，这
辆车才开走。

公交车道本是市民出
行的快捷通道，占用公交
车道，会影响正常的交通
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 第六十三条规定，
公交车站、急救站、加油
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
（站） 门前以及距离上述
地点 30 米以内的路段，
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
不得停车。

伴随着机动车保有量
越来越多，交通拥堵问题
成为大家口中经常抱怨的
话题。开车的人往往在发
牢骚的同时，忽略了自己
的行为。公交车道随意停
车有悖城市文明的同时，
还涉嫌违法，我们必须严
格约束自己，让安全出行
成为习惯。

占用公交车道占用公交车道
不文明不文明
李佳芳

本报讯（记者康学翠）近日，记者
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认定范围扩大。按照规定，父母失去
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 6个月以
上，这名儿童将被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范围，政府给予生活救助和关爱
保护。

今年1月初，我市开展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认定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纳
入保障范围，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问
题。但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一批事实上

没有父母抚养但因父母身份信息不全，
难以办理生活补贴的儿童，他们普遍存
在生活困难和监护风险，急需政府救助
和社会关爱。

为解决这一问题，市民政局和市公
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细化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失联认定工作的
通知》，明确规定，在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认定保障工作中，父母“失联”不等
于“失踪”。认定儿童父母失联的实质
是“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

个月以上”这一客观事实，只要在查明
客观情况的基础上，能确认存在“失去
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
上的，原则上即可认定为失联。

属于失联情况的家庭，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的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
属，可向儿童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
员会提出申请。村（居）民委员会对申
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后，提交乡镇（街
道办事处）。乡镇（街道办事处）受理
申请后，上报县级民政部门，情况属实

的予以认定，确保将儿童及时纳入保障
范围，原则上当月申请，当月办理。

认定父母失联，各县（市、区）在
具体经办时，除可使用《关于儿童失联
父母查找情况的证明》外，在综合多方
佐证材料的基础上，也可使用“个人声
明、村居查证、乡镇核实、公安查明、
县（市、区）民政审核”方法，认定失
联事实。

公安部门应加大对失联父母的查寻
力度，在办案中发现涉案人员子女或者

涉案儿童属于或者可能属于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的，应及时通报其所在地民政部
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
监护人恶意逃避抚养责任的，民政部门
发现后将及时报案并对发放金额进行追
索，并追究法律责任；对出现作假、冒
领、套取等违法违规现象，要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处理。

截至目前，全市纳入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 603名，累计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460.3万元。

我市事我市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范围扩大范围扩大

父父母失联儿童母失联儿童纳入生活保障纳入生活保障

11月8日，由市体育局指导、市老年体协主办的2020年度全国中老年健步走大联动沧州会场在沧州市西体育场举办，12支健
步走队伍共1200余人参加活动。与此同时，市区各健身站点、各县（市、区）设立分会场，形成主会场、分会场约两万名群众联
动的热烈氛围。 绳 静 魏志广 摄

前不久，泊头市广源种养结合合作
社第二十八期农民电商培训班在齐桥镇
大傅村举行，主讲人是广源种养结合合
作社的创办者——齐勃。参加培训的农
民既有来自周边地区的，也有来自外省
的，培训的内容是杜波寒羊的养殖技术
和怎样手机直播带货。

贵州省铜仁市的农民康银碧坐了 12
个小时的车赶到泊头，就是为了现场听
这堂课。康银碧说：“快手‘齐所长’的
直播间我每天都在关注，因为他经常帮
助农民解决问题。我是贵州铜仁的，到
泊头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虽然路
途遥远，但是这次收获很大，尤其对我
这种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来一次真值
了。”

学员们口中的“齐所长”就是齐
勃。200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齐勃回乡
从事绿化苗木种植，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之路。由于对绿化苗木种植一无所知，
再加上市场不景气，刚刚做了一年，齐
勃的创业项目就遭遇重创，亏损了近百
万元。创业失败并没有让齐勃一蹶不

振。2012年，齐勃发现本地枣树品种老
化，通过嫁接改良新品种，几年的努力
让他走上了成功之路，其间他嫁接改良
的枣树新品种出口到西班牙、马来西亚
等国家。同时，广源种植养殖结合合作
社成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438户
成员加入。其中，本地成员 200户，这
当中还包括29户贫困户。

“2016年的时候，我发现手机直播可
以成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于是开
始尝试在直播间销售合作社生产的农产
品。”齐勃说，他在快手直播间注册的昵
称是“农业农村研究所”，每天他都会通
过手机直播传播农业种养新技术，帮助
农民解答一些实际问题，粉丝们称呼他
为“齐所长”。现在，齐勃的粉丝量已经
突破了200万人。

范庄村冬桃种植户王宝香说：“去年
我种植的几万斤冬桃卖不出去，都是靠
老人骑三轮车到附近镇上去卖。齐勃过
来给做直播销售，1个多小时就全卖完
了。今年我们的桃子也是通过他给卖出
去的。”

“互联网+农业”为齐勃打开了一扇
全新的创业之门，在他的带动下，周边
几个村子的 2000多农民先后下载了手机
直播软件，记录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有
的还当起了农业主播，在快手上收获了
自己的客户和粉丝。齐勃所在的齐桥镇
大傅村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成
立了农业合作社，种植特色农产品吸引
全国客商的目光，还涉足了养殖，很多
农民借此增加了收入。

齐勃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会
玩手机看直播了，手机成了他们的‘新
农具’。接下来，我想让更多的农民朋友
利用手机直播，把自己田间地头的农产
品第一时间对接给消费者，省去中间商
的加价，让更多的种植户、养殖户日子
好起来。”

泊头农业主播泊头农业主播开办电商培训开办电商培训

带动两千余农民网上当主播带动两千余农民网上当主播
本报通讯员 刘博文 本报记者 尹君伊

本报讯 （陈磊 崔国芳 马
志辉） 日前，由河北省总工会
主办的全省工会家政服务业职
业 技 能 竞 赛 决 赛 在 石 家 庄 落
幕。我市参赛选手孟淑进、魏
海桂经过理论考试和实操技能
的激烈角逐，分别获母婴护理
专业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和三
等奖，其中孟淑进还将代表河
北参加全国家政行业母婴护理
专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今年河北省工会家政服务业
职业技能竞赛历时 3个月，各地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通
过层层组织培训和初赛，逐级选
拔。最终，来自各市的12个代表
队、65名选手，参加了这次母婴

护理和养老护理两项技能的决
赛。本次比赛中，母婴护理的理
论考试以母婴护理专项能力服务
标准的知识为基础，适当增加相
关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内
容；实操比赛则采取情景模拟考
核形式，包括为新生儿进行全身
抚触、指导产妇完成产后恢复
操、为新生儿进行抬头技能训练
等三项操作技能。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加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
既能培养选拔优秀人才，提升家
政服务质量，更为母婴护理、养
老护理从业人员提供一个相互交
流学习的平台，促进家政服务业
健康发展。

孟孟淑淑进进
获省母婴护理大赛一等奖获省母婴护理大赛一等奖
将代将代表表河北参加全国总决赛河北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杨静然 通讯员
李光宇 刘涛 王武章）“每一位
英雄就是一面旗帜，倾听血与
火的过往，在英雄的故事里成
长……”近日，沧州师院、沧
州医专、沧州职院、泊头职院 4
所院校开展“致敬英雄·强我国
防”演讲比赛，吸引了众多学生
参赛。据了解，这是市委宣传
部、沧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市
教育局在全市大中小学校联合开
展的“军队十大英模挂像进校
园”活动之一。

活动期间，市国防教育办公
室统一印制了张思德、董存瑞、
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
李向群、杨业功、林俊德、张超

“军队十大英模”挂像，下发各学
校，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在运河区光明小学，邱少云
英雄中队辅导员组织队员讲解英
雄故事，观看《邱少云》影片；
泊头市第二中学、任丘市实验小
学、新华区实验小学、泊头市育
才小学等学校开展了“从小学英
雄，长大做先锋”英雄故事会，
重温英雄事迹，感悟英雄精神。
运河区朝阳小学邀请退役军人讲
解英雄事迹。一些学校还以诗歌
朗诵会、书画展示等形式表达对
英雄的崇敬之情。

活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全市
1700多所学校的 100余万师生踊
跃参加。

百万青少百万青少年年
接受英雄精神洗礼接受英雄精神洗礼
我市开展我市开展““军队十军队十大英模挂像进校园大英模挂像进校园””活动活动

日前，黄骅
市中医院联合羊
三木回族乡卫生
院组织开展送医
下乡义诊活动，
为当地百姓进行
基础体检服务并
现 场 答 疑 解
惑。

王诗妮
王浩宾 摄

超强的记忆能力可后天训练培养
——国际特级记忆大师甘考源为您解读“才智大脑”科学记忆法

课程时间课程时间：：1111月月1414日下午日下午、、1515日上午日上午 课程地点课程地点：：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BB区东门南行区东门南行2020米米（（才智大脑才智大脑））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3170317——33111183311118 1373171035513731710355

11月7日，世界记忆大师全国
公益行沧州站活动中，国际特级记
忆大师、央视《挑战不可能》和江
苏卫视《最强大脑》导师甘考源亲
临才智大脑沧州运营中心——文迪
教育，传授高效科学的记忆方法。

授课之余，甘考源也向记者详
细解读了“才智大脑”在帮助孩子提
高记忆力方面的显著效果和重要性。

记忆背诵，长期以来一直令学
生和家长犯难。尤其是初中之后，
背诵的内容相对小学增加了很多，
像历史、地理、政治等以及理科中
的一些公式，都需要背诵。如果连
这些基本的内容、概念都背不下

来，那考试的题目
自然也做不出来。

“记忆对个人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 和 基 础 的 能

力。”甘考源说，一切知识的学习
都源于记忆。长期以来，很多人有
一个误区，认为人的记忆能力是天
生的，其实不然，很多人包括《最
强大脑》选手以及记忆大师们，他
们超强的记忆能力背后都是来自于
后天方法的培养和训练。只要掌握
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记得更
快、更牢，快速提升记忆力。

记忆是有方法可循的，记忆的
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方法。才智大
脑就是以创新记忆法训练为基础，
传播高效学习方法，快速提升孩子
的记忆力、思维力、学习力，后续
提升孩子的“德、才、智”等综合
素质的品牌。才智大脑针对数字类
（公式等）、中文类（古诗词、现代
文、大段文字）、英语类（英语单
词、文章）三大版块，都有不同的
高效科学的记忆方法。

采访中，甘考源现场为记者
展示了超强的记忆能力。记者随
机写下了40组两位数的数字，甘
考源浏览了几十秒时间，然后把
这40组数字按顺序一一背出，准
确率100%。

公益课上，小朋友们的表现
也再次印证了才智大脑快速提升
记忆力的效果：经过老师的现场
训练，仅用15分钟左右时间就将
28组中文词语背下来；不到15分
钟时间就把圆周率小数点后40位
数字全部记住……

甘考源介绍，才智大脑的科学
记忆法，不仅帮助孩子们快速提高
记忆力，而且过程非常有趣。孩子
们在课堂上异常活跃，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一些复
杂、枯燥的内容，也变得直观、有
趣并容易记住了。科学记忆法让孩

子们由“让我学”变为“我愿
学”。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看到
了我能行，增强了自信。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考源
介绍了他培训的一个6年级的学
生，这个孩子一直非常厌恶背诵英
语单词，导致英语成绩不佳。甘考
源用了3个晚上教授科学的英语单
词记忆方法，孩子学会这种方法后
发现，原来记单词并不一定是重复
读写英语字母，还可以通过联想故
事来掌握，记单词变得不再枯燥，
而且记得很快很牢。以前这个学生
非常抗拒老师听写英语单词，现在
则是非常期待听写，而且每次都能
拿满分，对英语学习兴趣提高了，
成绩也快速提升。

才智大脑沧州运营中心负责人
宫文迪说，如果您也想让孩子的记
忆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欢迎积极参
加才智大脑开展的各项活动，把握
记忆大师亲自授课的机会。

本周末（周六下午、周日上午），
世界记忆大师张秋芹将亲临文迪教
育，免费分享科学高效的记忆方法。

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派出所开展
消防业务知识培训

为充分发挥派

出所消防监督管理

职能，提高辖区派

出所民警的消防监

督检查水平，近

日，沧州经济开发

区消防救援大队走

进辖区金岛派出

所，对专兼职民警

进行消防业务知识

培训。

培训中，大队

消防监督人员结合

辖区实际，就公安

派出所消防监督检

查内容、检查方法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

讲解，并与专兼职

民警进行了互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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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的记忆能力可后天训练培养
——国际特级记忆大师甘考源为您解读“才智大脑”科学记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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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世界记忆大师全国
公益行沧州站活动中，国际特级记
忆大师、央视《挑战不可能》和江
苏卫视《最强大脑》导师甘考源亲
临才智大脑沧州运营中心——文迪
教育，传授高效科学的记忆方法。

授课之余，甘考源也向记者详
细解读了“才智大脑”在帮助孩子提
高记忆力方面的显著效果和重要性。

记忆背诵，长期以来一直令学
生和家长犯难。尤其是初中之后，
背诵的内容相对小学增加了很多，
像历史、地理、政治等以及理科中
的一些公式，都需要背诵。如果连
这些基本的内容、概念都背不下

来，那考试的题目
自然也做不出来。

“记忆对个人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 和 基 础 的 能

力。”甘考源说，一切知识的学习
都源于记忆。长期以来，很多人有
一个误区，认为人的记忆能力是天
生的，其实不然，很多人包括《最
强大脑》选手以及记忆大师们，他
们超强的记忆能力背后都是来自于
后天方法的培养和训练。只要掌握
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记得更
快、更牢，快速提升记忆力。

记忆是有方法可循的，记忆的
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方法。才智大
脑就是以创新记忆法训练为基础，
传播高效学习方法，快速提升孩子
的记忆力、思维力、学习力，后续
提升孩子的“德、才、智”等综合
素质的品牌。才智大脑针对数字类
（公式等）、中文类（古诗词、现代
文、大段文字）、英语类（英语单
词、文章）三大版块，都有不同的
高效科学的记忆方法。

采访中，甘考源现场为记者
展示了超强的记忆能力。记者随
机写下了40组两位数的数字，甘
考源浏览了几十秒时间，然后把
这40组数字按顺序一一背出，准
确率100%。

公益课上，小朋友们的表现
也再次印证了才智大脑快速提升
记忆力的效果：经过老师的现场
训练，仅用15分钟左右时间就将
28组中文词语背下来；不到15分
钟时间就把圆周率小数点后40位
数字全部记住……

甘考源介绍，才智大脑的科学
记忆法，不仅帮助孩子们快速提高
记忆力，而且过程非常有趣。孩子
们在课堂上异常活跃，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一些复
杂、枯燥的内容，也变得直观、有
趣并容易记住了。科学记忆法让孩

子们由“让我学”变为“我愿
学”。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看到
了我能行，增强了自信。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考源
介绍了他培训的一个6年级的学
生，这个孩子一直非常厌恶背诵英
语单词，导致英语成绩不佳。甘考
源用了3个晚上教授科学的英语单
词记忆方法，孩子学会这种方法后
发现，原来记单词并不一定是重复
读写英语字母，还可以通过联想故
事来掌握，记单词变得不再枯燥，
而且记得很快很牢。以前这个学生
非常抗拒老师听写英语单词，现在
则是非常期待听写，而且每次都能
拿满分，对英语学习兴趣提高了，
成绩也快速提升。

才智大脑沧州运营中心负责人
宫文迪说，如果您也想让孩子的记
忆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欢迎积极参
加才智大脑开展的各项活动，把握
记忆大师亲自授课的机会。

本周末（周六下午、周日上午），
世界记忆大师张秋芹将亲临文迪教
育，免费分享科学高效的记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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