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梅 屈云平
邹城讯 自 2021年 8月份起，我市部

分驾驶员培训机构引入“互联网 +”智能驾

培系统，以取代部分人工教学。转眼间一年

多时间过去了，这些“机器人教练”表现如

何？笔者日前走访了部分有亲身体验的驾

校学员和专业人士，多数受访者对这一新

生事物给出“称职”的积极评价。

7月 28日，在某驾校科目二的封闭式

教练专区里，一辆顶部位置印有“机器人教

练”鲜红的大字的教练车昭示着自身的与

众不同。学员张显平（音）独自坐在驾驶座

上，遵照机器发出的语音指令，专心致志地

练习着科目二的驾驶操作。与传统的教学

场景不同，车里没有了练员的身影。

现场的驾校管理人员向笔者介绍，这

是, 台智能教学车，去年 8月份购入作试

点。目前，这种车在我市还有 3台。

“和印象中的机器人不一样吧？”市交

运局出租驾培服务部部长张传鲁问笔者。

笔者现场了解到，所谓机器人教练并非一

个实体，而是安装在车上的一套智能系统，

它集高精度定位系统、5G技术、数字测控、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科技于一体，能够

实时感知周边环境，并通过扬声器、电子显

示屏等装置对学员实施教学。“智能机器人

消除了传统人工教学的差异性，在科目二

5个小项的培训中统一了标准，让学员操

作更加规范，得到学员的高度认可。”张传

鲁介绍说。

“至少机器人不会发脾气，感觉比个

别教练更好相处。”现场另一名李姓学员

说。作为一名“留级生”，他和前位教练有过

一段不太愉快的合作。“其实那教练人不

错，教得认真，技术也没说的，就是脾气不

大好，动不动就熊人。也知道他是为我好，

希望我尽快通过考试，可是他越说我越紧

张，越紧张越出错，到后来上车见到他就发

憷。”他的话引来周边学员纷纷附和。

“没有了教练跟车，学员的安全能不能

得到保障？”面对疑问，学校现场负责场地

安全工作的教练员王开峰答疑释惑：“机器

人教练车智能终端集成的安全防护系统，

不仅具备车速限制、电子围栏、障碍预警等

防护功能，而且在发生油门误踩、车辆后溜

等紧急情况时，能实现自动刹车，安全性有

很好的保障。”

“通过人机交互功能，机器人教练在教

学过程中可实时研判、纠错，事后还可通过

轨迹回放分析不足，指导学员改进，称得上

是称职的助教。”王开峰评价说。

“驾培机器人”在邹上岗近一年，表现如何？

多数受访者评价“称职”

暑假期间，北宿镇中毛小学组织开展

“劳动实践我能行，尊敬老人我做到”系列

活动，学校鼓励学生承包一两项固定的家

务劳动，坚持天天完成，让孩子们在劳动实

践中理解劳动光荣，体会劳动出真知，感受

劳动的幸福。

在日常教学中，该校以“尊重兴趣、基

于经验、联系生活、多元选择、着眼发展”为

目标，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提

升体系，形成家校社贯通一体、开放协同的

劳动教育格局。

□赵甜 戴静 报道

创文明城市 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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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萍 张洁
张文远，男，汉族，59岁。1981年光

荣入伍，1984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退伍后，一直在村里担任“两委”

成员。2014年 11月任看庄镇西柳下邑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9年 5

月获模范退役军人提名奖。

脱下军装仍是兵，致富不忘老百姓

1985年，张文远从沈阳退伍回老

家，部队的大熔炉淬炼了他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的品格，颇有经济头脑的他，

回乡不久就靠开小卖部走上了发家致

富的路子。身为共产党员，又是村“两

委”成员，张文远时刻提醒自己，个人富

不算富，只有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才是

最重要的。2014年，他开始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军营生涯赋予了

他责任和担当，也给他信念和力量。俗

语说：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

不强，关键看班长。在沈阳参军时，张文

远就是班长，回到故乡，脱下一身戎装，

便是一心为民的兵支书，这也是他毕生

的光荣梦想。

在他担任村书记之初，西柳下邑

村共有 21 家贫困户，张文远带领村

“两委”干部因户施策，寄予帮扶。他还

自己掏钱给村里的特困户张守辈买了

山羊，助其尽快脱贫。村集体投资 15

万，引进光伏发电项目，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村民收入。自己村富了，他还

牵挂着其他村的困难群众，给全镇三

百多贫困户提供了猪牙皂树苗，并提

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带动大家共同创

富创赢。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张文远始

终秉持军人的赤诚，退伍不褪色，踔厉

奋发，砥砺前行。近年来，该村党组织

加强自身建设，立足产业优势，创新增

收模式，取得了集体收入、农户收入

“双增加”的成果。西柳下邑村在 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邹城市

优秀党组织荣誉称号，2018年获评邹城市经济百强村。济宁市有关领

导对西柳下邑村的脱贫成果寄予了高度称赞和肯定。

热血军心有追求，种植皂角慰乡愁

西柳下邑村历来有种植猪牙皂传统，300年以上的古树全村就有 40

多棵，是全国四大猪牙皂产区之一。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柳下邑为

“牙皂之乡”，并有“皂荚生雍州山谷及鲁、邹县，如猪牙者良。”之记述。

张文远上任之初，就下定决心要把猪牙皂种植成老百姓的致富树。由

于西柳下邑村的土地大多是丘陵地，存在浇水困难。为了解决灌溉问题，

他和村“两委”干部因地制宜，引水上山，帮村民购买皂角树苗，传授技术。

村里的田间地头，每一棵皂角树旁，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和辛劳的汗水……

如今，西柳下邑村猪牙皂已由最初的几百棵古树发展到 4000多亩。他还

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带领村“两委”干部经过多方调研，确立了“协会服

务，增产增收”的发展思路，成立了“看庄镇猪牙皂协会”，对群众的猪牙皂

代收、代销。协会收取一定服务费，通过专业渠道，积极对外联络，抱团开

拓市场，联系大客户，提高了猪牙皂销售的价格，带动全村猪牙皂销售增

加收入 50万元以上，村集体增加收入 4万元。他还带领群众探索林下经

济种植新模式，在皂角树下种植金银花 300余亩，又增加了百姓收入。如

今，猪牙皂树已成为村民的“摇钱树”，西柳下邑村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猪

牙皂之乡”，而张文远，也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皂角书记”。

小皂角成就大产业，“看庄猪牙皂”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

是柳下邑人的骄傲。正如张文远说“猪牙皂是西柳人刻在心底最浪漫的乡

愁，柳下邑人的情怀与梦想就寄托在一棵棵皂角树上，枝繁叶茂，闪闪发

光……我们每个人都对故乡怀有深情和大爱，对祖国和生命亦葆有感恩

和敬畏，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兵，军人本色永远不会变。”

文明环境谱新篇，军人情怀恒久远

群众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充裕的物资生活，精神文明建设也必不可

少。和而成圣，德以化民。受和圣柳下惠思想的影响，张文远明白，提升群

众的精神素养和文明家风，是新时代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自 2017年以来，连续三年组织乡村“迷你马拉松”比赛，即健步行活

动，吸引了周边很多老百姓参加，让大家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参观村里的

皂角园，扩大柳下邑的知名度，丰富了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还开展了

“西柳好人”“好媳妇”“好婆婆”“致富能手”等评选活动，宣扬了慈孝仁爱

的美好家风，提升了老百姓的文明素养，树立了良好榜样。

人的素质提高了，居住环境也要改善。村“两委”干部深入了解群众

的需求，将原村委大院院墙拆掉，硬化改造建设了占地 1400 平方的文

化广场一处；自筹资金修砌垃圾池 9座，基本实现垃圾集中收集分类全

覆盖；多方筹资将全村大小街道安装路灯 30多盏，栽种冬青球 350 株、

海棠树 180棵。明媚西柳下邑，人畜兴旺，惠风和畅，使命在心，责任在

肩，这是兵支书张文远用不朽军魂和碧血丹心描绘出的祥和美丽乡村

锦绣画卷。

数年如一日，皂角书记带领村“两委”成员心相聚、力相合，把力量

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推动支部建设不断实

现新突破、再上新台阶。身穿戎装手握钢枪的时候，他屹立在边关哨所，

坚守初心、戍边卫国。而今离开军营回到故乡，他活跃在故土的每一个

角落，本色不改、建功立业。风风雨雨，无怨无悔，只因他曾是个兵、不

屈不挠的中国兵。

□盛超 周波汝
邹城讯 近期，位于钢山街道的新凤凰

山农贸市场里热闹非凡，一排排整齐的摊

位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优良的环境引

得附近的居民都前来“探店”。

“你看这里有中央空调，还有统一的物

业管理，现在这个新市场环境比原来好太

多了，再也没有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这些不

文明行为了。”谈起凤凰山市场的变迁，经

营了二十多年水果生意的老商户朱红英颇

有感慨。

农贸市场改造只是我市创城工作的一

个缩影。为全力全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我市坚持以创促建、以创促管、以创提

质，做到创城与建设百万人口规模、一百平

方公里“双百”城市、加强城市治理、提升群

众满意度相结合，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

理专项整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持

续发力，全面掀起文明城市创建热潮。

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

为切入点，我市按照精致城市的标准完善

规划，抓好重点城建项目建设，加快构建七

纵七横路网体系，并对城区主要街道、商业

地段等重点干道进行绿化美化改造，扮靓

城市生态环境。同时，对车站、医院、商场等

公共场所，高标准进行服务设施提升，不断

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以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为关键点，我市在全市持续开展环

境卫生、交通秩序、市场管理等专项治理活

动，集中整治不文明现象。同时，不断完善

网格化管理机制，提升治理精度，将触角延

伸到城市各个角落，既抓创城任务落实，也

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力夯

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

以倡树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参与创城

为着力点，我市引导市民群众自觉养成文

明健康行为习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将文明行为落实落细，以小行为撬动

大变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在全市成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768 支，吸纳志愿者 19 万余人，广泛开展

“五为”文明实践活动 1000余场次，做深做

实“儒润邹城 365”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

牌，在全社会形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良好风尚。

“菜篮子”提得稳 文明城展新颜

争做居家劳动小能手

□孟玥
城前讯 今年以来，城前镇紧紧围绕“凝

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

目标，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创新方

式方法，积极培育打造一批“城前正青春”

“城心为民”等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不断深化

“五为”志愿服务活动，擦亮城前幸福底色，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全镇开花结果。

志愿活动有广度。该镇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中，充分调动广大村民自我教育、

自我提高、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

极鼓励各村成立“党员先锋”“我爱我家”

“巾帼风采”等志愿服务队，“奉献他人，提

升自己”的服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各村借

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姓大舞台、农家书

屋等平台，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

演出、爱心义诊、法规政策培训、趣味读书

会、全民广场舞大赛等活动，多方位满足不

同年龄层次、不同知识水平的群众的需求，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据统计，全镇

目前有志愿队伍 224支，吸纳志愿者人数

1432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已经成为城

前镇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服务群众有温度。在做好通用服务项目

的同时，该镇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量身定

制活动项目。通过走访摸排发现，村级难题

集中表现在独居老人生活方面，不会用现代

智能通讯设备，遇到险情身边无人照管。基

于此，该镇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

用，依托“一家仁”乡村物业，为全镇 386个

独居、贫困重点家庭安装老弱爱心一键呼叫

器，老人需要帮助时可直接按下“SOS”按

键，服务中心系统便能快速锁定呼叫人的位

置，以便快捷高效解决老人难题。

文明实践有深度。为确保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扎实开展，制定《城前镇推进深化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成立了由镇主要领导担任组

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小组，配备两名工作人员具体办公，

负责组织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指

导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对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的阵地建设、室内外广场、文明

实践点、志愿服务队伍、活动项目、特色品

牌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规定，并开展文明

实践“村村到”活动，真正做到基层手把手

指导。截至目前，已挂牌成立 1个实践所、

73个实践站，实现志愿服务全覆盖。

城前镇：文明实践见成效 时代新风润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