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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一起来听学霸“养成记”吧
“裸分713学霸”高考经验分享会暨青少年牙齿矫正公开课8月5日在济南举行,抢票热线:0531-88810555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8月1日讯 语

文134分 ,数学150分 ,外语147
分,综合282分……2017年的夏

天,一个来自临沂十八中叫“马

国庆”的名字可谓横空出世,在
山东几乎一夜间变得家喻户

晓。这个爱玩、爱做手工的“小

鲜肉”,以裸分713的优异成绩

一举摘得全省高考 (理科 )魁
首,也成为很多学生和家长“顶

礼膜拜”的对象。人家的孩子

是怎么养的?这个疑问相信是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现在

机会来了!8月5日(本周六),生
活日报联手可恩口腔医院 ,将
在 山 东 新 闻 大 厦 举 行“ 裸 分

713学霸”高考经验分享会暨

青少年牙齿矫正公开课,届时,
马国庆父子将联袂登场 ,分享

他们的学习以及育子经验。

此外 ,还有可恩口腔医院

正畸专家为青少年问题口腔

“出谋划策”。凡12-18岁孩子

的家长 ,均可预约申领门票 ,
2 0 0张门票 (一张门票可进两

人),额满为止。而且,您不仅可

以一睹“学霸”风采 ,还有机会

免费拿到学霸的“武学秘籍”,
还不赶快报名?

记者25日联系马国庆父亲

时,得知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刚刚送到家中。马国庆最终如

愿成为该校经济、金融与管理

类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
之前采访中 ,从马国庆父

亲和老师、同学等处了解到,马
国庆并不似过去想象中那样整

日埋头苦学的小书呆子 ,高中

三年的他一直挺爱玩 ,各种兴

趣爱好都没有扔下,“总是在下

课铃声一响 ,就看见马国庆抱

起篮球第一个冲下楼。”他的一

位同学回忆说。

就是这样一个学霸,他到底

是怎样炼成的?有什么秘籍诀

窍?有怎样独特的学习方法和

技巧?他是如何合理地将学习

与业余生活很好地搭配结合

的?作为“学霸”的父亲,又是怎

么教育孩子的?这些都是很多

学生和家长最感兴趣的事情。

那么,来“裸分713学霸”高考经

验分享会吧,这些答案都将在这

里揭晓!
根据主办方安排,8月5日上

午9点,由生活日报联合可恩口

腔医院协办的“裸分713学霸”

高考经验分享会将在山东新闻

大厦五楼新闻大会堂举行。届

时,马国庆将和父亲登场亮相,
现场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

由于场地容纳人数有限 ,
本次活动将凭入场券入内 ,一
共发放200张门票,市民可拨打

0531-88810555预约,每个家庭

限领一张。

此外,前50名电话预约报名

并到院领取者均赠送“学霸笔

记”,据介绍,这是由马国庆高三

期间精心整理出来的错题集

(节选)。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暑假，别错过孩子正畸黄金期
生活日报·可恩口腔医院暑期泉城整牙节火爆进行中

暑期来临，生活日报·可恩口腔医院暑期泉城整牙节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济南

可恩口腔医院正畸科带头人周升才提醒，12-18岁是青少年最适合正畸的两个阶段，

家长们行动起来吧，抓住矫牙黄金期，给孩子一副整齐、美丽、健康的牙齿!

据济南可恩口腔医院正畸科带头

人周升才介绍,排列不齐的牙齿容易

导致蛀牙和牙周病,严重者可能还会

诱发疾病。而看似微小的口腔问题,不
仅会影响容貌,而且可能还会引起严

重的心理障碍。

从临床来看,歪牙、龅牙、牙列不齐

基本上是在换牙期和口腔发育生长期的

时候,没有及时保健、治疗所造成的。一

般来说12-18岁左右做牙齿矫正最好。

“每年暑假都是孩子牙齿正畸的高

峰期。”周升才告诉记者,暑期是牙齿正

畸的好时候,牙齿矫正需要一段时间的

治疗,特别是矫正初期,治疗相对而言比

较复杂,需经全面检查,设计正畸方案后,
才能安装矫治器。同时在安装矫治器初

期如果出现不适需随时到医院进行调

整,才能使矫治器对孩子的不利因素减

至最小,而暑期则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

度过矫正适应期。

8月5日上午,在山东新闻大厦五

楼新闻大会堂举行的裸分713学霸高

考经验分享会期间,还将现场举行一

场“青少年牙齿矫正公开课”,由正畸

专家周升才现场授课,为您免费设计

矫正方案。除此以外,还有多种优惠,
签到有礼,现场抽奖!

记者 秦聪聪

1 .交1元抵800元的正畸初诊设计费

(拍数字全景片/拍头颅侧位片/面相及口内相

拍照/设计正畸方案/建正畸病历)
2 .免费试戴隐形牙套(矫治器)
3 .预交定金十倍抵用

传统矫正预交200元抵2000元
隐形矫正预交400元抵4000元

优
惠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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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裸分713分的“学霸”马国庆，7月25日收到了来自清华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专
家
简
介

周升才,可恩口腔医院正畸科带头人,美国Invisalign隐适美认证医师,诺
贝尔机构特聘讲师,固琦美塑特约讲师,功能颌及咬合重建精英讲师,RW国

际正畸学会会员,DSD美学修复设计专家。

擅长项目:前牙美学修复,后牙嵌体高嵌体修复及儿童与成人各类

错颌畸形的诊断及综合正畸治疗,精通多曲方丝弓,传统直丝弓,Damon
自锁,成人隐形矫治等多种矫治技术。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张超

生活日报8月1日讯 为弘扬消防公益精

神，激发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消防工作的

积极性，推动消防公益事业发展，提高社会防

控火灾能力和水平，经省政府批准，决定设立

山东省119消防奖，并将于今年开展首届山东

省119消防奖评选表彰活动。

首届山东省119消防奖设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两个奖项，评选表彰20个先进集体、30
名先进个人。

省内依法注册或登记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生前对消

防事业有重要贡献、事迹特别突出、符合评选条

件的，可追授此奖。不评选副厅级或者相当于副

厅级及以上的集体和个人，不评选县级以上党

委、政府，处级干部所占比例不超过20%。

按照属地原则，各市接受各界群众自由

推荐和单位、团体推荐候选人，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也可直接向省组委会推荐候选人，通

讯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2218号省公安消防

总队宣教中心；邮编：250102；电话 :0531-
8 5 1 2 4 2 0 7 , 1 8 5 0 5 3 1 6 6 6 7；传真：0 5 3 1 -
85124000；电子邮箱：sdsxfj119@163 .com。

9月中旬，对山东省119消防奖拟表彰对象

进行公示，接受社会评价。9月下旬，将拟表彰对

象建议名单报省组委会审定后，省公安厅作出

表彰首届山东省119消防奖集体个人的决定。11
月上旬，召开首届山东省119消防奖表彰会。

联系人：高飞；电话 : 0 531-85124207，

18505316667。

省政府批准设立
山东省119消防奖

一、济阳县垛石镇布家

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吉文套取

扶贫资金问题

2015年10月，李吉文利用

协助镇政府从事产业扶贫项目

工作的职务便利，安排非贫困

户冒充贫困户领取拱棚补贴，

并上报补贴对象花名册、拱棚

补贴协议等虚假材料套取了6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2017年6
月，济阳县纪委给予李吉文开

除党籍处分，并追缴相关费用，

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二、商河县郑路镇西黄

桥村党支部原书记崔化银骗

取低保金、五保金问题

2008年至2015年，崔化银

在担任西黄桥村党支部书记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以本村村民

孔某、陈某等六人名义虚报低

保户或五保户，骗取低保金、五

保金等共计人民币38443 . 16
元。2017年4月，商河县纪委给

予崔化银开除党籍处分，并追

缴相关费用，司法机关已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长清区马山镇郭庄

村原党支部书记徐敦国套取

低保金、危房改造资金问题

2009年1月，徐敦国利用职

务之便，明知其母陈某不符合

低保条件，却安排村会计为陈

某申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共

领取低保金8257 . 75元。2013
年，徐敦国为陈某申请危房改

造资金16000元。2017年4月，长

清区马山镇党委给予徐敦国开

除党籍处分，并追缴相关费用，

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四、长清区张夏街道岳

庄村原村委委员张善武虚报

冒领移民扶持款问题

2006年，张善武在岳庄村

登记库区移民工作过程中，将

不符合条件的儿媳杨某及孙

女、孙子等三人登记为库区移

民。自2006年至2016，张善武领

取上述三人移民扶持款共计

17100元用于个人日常花费。

2017年3月，长清区张夏街道党

工委给予张善武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并追缴相关费用。

五、长清区张夏街道岳庄

村党支部原书记张连栋、村委

会原主任董林花对虚报冒领

移民扶持款失职失责问题

2006年，在岳庄村库区移

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和核

减过程中，时任岳庄村党支部

书记张连栋、村委会主任董林

花未严格把关，失职失责，对不

符合库区移民登记条件的人员

进行了登记。自2006年至2016
年，该村共有70人虚报或多领

库区移民扶持款共计37 . 05万
元，其中，虚报63人，应核减而

未核减7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2017年3月，长清区

张夏街道党工委给予张连栋开

除党籍处分，给予董林花留党

察看一年处分，虚报及多领款

项已追缴。

六、章丘区文祖街道水

龙洞村党支部原书记王令贵

违规办理农村低保骗取低报

金问题

王令贵在担任章丘市文祖

街道水龙洞村党支部书记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在社会低保

事项办理过程中弄虚作假，以

妻妹于某、儿子王某的名义组

成一个城镇家庭户，申请城镇

低保待遇，自2006年2月至2009
年6月，王令贵共骗取国家城镇

低保金1 0 9 0 0元，据为己有。

2016年12月，章丘区纪委给予

王令贵开除党籍处分，取消相

关人员低保资格并追缴已发放

低保费用。

七、章丘区垛庄镇南石

屋村支部委员 (主持工作 )王

元国在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

问题

2016年9月，南石屋村召开

村两委干部会议，通过了南石屋

村7户10人的贫困户脱贫名单。

后经镇扶贫办核查，部分人员不

符合脱贫条件，要求重新上报脱

贫名单。2016年11月，王元国在

未召开相关会议、未与村两委成

员商议的情况下，自己拿出了新

的11户14人的名单，并在上报有

关材料时弄虚作假，伪造了南石

屋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记录，

且在未经22名参会人员同意的

情况下，私自代替22名参会人员

在评议记录上签字(所有相关人

员并不知情)。2017年4月，章丘

区垛庄镇党委给予王元国党内

警告处分。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8月1日讯 套取扶贫资金、骗取低保金五保金、虚报

冒领移民扶持款、违规办理农村低保骗取低报金……村干部向扶

贫款物伸手被捉。8月1日下午，济南市纪委监察局网站通报了近期

查处的7起扶贫领域腐败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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