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基因特色村里送关爱
渤海轮渡集团慰问龙口常伦庄老人，奖励新录取大学生，邀请村

民每年免费乘船一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海
玲 通讯员 王建波 王乙婷 摄影报
道）丹桂飘香，情暖重阳。10 月 22
日，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派公司工会主席、建设红色基因特
色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志高带
队，来到一等战斗英雄任常伦的故乡
——龙口市七甲镇常伦庄，开展建设
红色基因特色村项目实践活动，慰问
80岁以上老人，奖励新录取大学生，
购农产品，送去渤海轮渡集团的关爱
和祝福，实实在在为红色基因特色村
做事。

为积极响应烟台市革命老区建
设促进会“建设红色基因烟台特色

村”的号召，大力弘扬英雄精神，影响
和带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
雄的良好氛围，真干实干，为把英雄
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渤海轮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常伦庄进行“结对
子”互帮互助互学。值此重阳节来临
之际，公司建设红色基因特色村领导
小组成员带着慰问品，走访慰问常伦
庄 80 岁以上的老人、低保户、五保
户、军属，共 37家，为他们送去温暖
爱心，积极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爱
老的浓厚氛围。

此次为老人送上节日祝福的同时，
渤海轮渡以实际行动助推常伦庄红色
基因特色村建设。将购买常伦庄特色
农产品供给船舶和公司食堂，帮助消化
村庄农产品存量，解决农产品销售问
题，增加村民收入，助推常伦庄乡村产

业发展。
渤海轮渡还对常伦庄考取专科

以上院校并就读的学生给予一次性
奖励，对 2020 年两名考取专科院校
的学生各奖励 5000 元，对一名考取
本科院校的学生奖励8000元。缓解
村民经济压力的同时，鼓励年轻人努
力学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为未来
乡村发展提供更多人才资源保证。

以就业促民生，渤海轮渡对常伦
村应届毕业生和复转退军人，在满足
公司招聘条件时予以优先录用，推动
常伦庄经济发展与稳就业良性循环。

渤海轮渡充分发挥海上资源优
势，给予常伦庄村民每年免费乘坐一
次渤海轮渡客滚船往返，以及乘船免
费升舱等政策，为村民出行提供便利，
减轻村民经济负担。

让百姓心存善念，方有善德善行；让群众心有所仰，方能行稳致远。

用志愿服务点亮文明仙境，蓬莱区大力实施志愿服务制度化、阵地化、项

目化、品牌化、信息化建设，营造“人人愿为、人人能为、人人可为”的志愿

服务环境，通过打造“仙境蓝”志愿服务品牌提升城市温度和品牌价值，助

推新时期文明实践精准落地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纵深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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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郭超）今年以来，烟台市A
级以上旅游景区全部建立起
行业先行的志愿者队伍，让景
区的文明宣导活动成为活跃
在景区内的“最鲜美风景”。

上周末，在烟台张裕国际
葡萄酒城文明旅游志愿者服
务台前，前来参观的游客纷纷
参与文明有奖问答。当抽到
关于西餐用餐后餐具的摆放
方法时，带孩子的游客和文明
旅游志愿者一起为孩子答疑
解惑。虽然没有回答好问题
的孩子有些小茫然，但是获得
小礼物“安慰”的孩子，立刻
斗志昂扬，想要回答下一个提
问。而在葡萄采摘园内，孩子

们更是聚在一起拿着“手持
牌”，大声宣读“垃圾不是三分
球 请您走进分类投”“眼看手
不动 美景留心中”“倡导绿色
出行 提倡文明旅行”“文明旅
游 我在行动”“一花一木皆是
景 一言一行要文明”等文明
语，引来家长和采摘游客的真
心夸赞，景区内充盈着欢声笑
语，让景区的文明宣导更加生
动活泼。

在蓬莱区蓬莱阁、三仙
山·八仙过海等景区，文明志
愿服务活动成为服务游客、提
供高品质文化和旅游产品的
重要抓手，“行业先行、全域总
动员”全面做好文明引导、志
愿服务、防疫疏导等工作。

我市A级景区
建立志愿者队伍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钟嘉琳 通讯员 辛本刚
摄影报道）10月19日，蓬莱区
残联联合本地多名爱心企业
家和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

“九九重阳节 深深助残情”爱
心捐赠活动，15位爱心企业家
和爱心人士共捐赠大米、面
粉、花生油、挂面等爱心物资，

总价值2万余元。
活动中，残联工作人员、

爱心企业家及爱心人士与助
残志愿者们一起，将早已打包
好的一份份爱心物资发放到
受助老人手中。老人们接过

“爱心礼包”，个个笑逐颜开。
本次活动，共有39位贫困残
疾老人获得捐助。

蓬莱爱心助残活动
关爱39位残疾老年人

重阳节即将到来，10月21日，烟台
民建芝罘八支部和民建烟台农委会的
会员们来到芝罘区红港爱心小厨，与奇
中社区和奇山府廷物业的老共产党员
们欢聚一堂，喜迎重阳节。民建会员为
老人们送来了营养品，爱心小厨为老人
们端上了热腾腾的鲅鱼水饺，老人们由
衷地感到幸福。

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玲 摄

知心的话儿
说不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
琳 通讯员 由佳）芝罘区奇山街道奇
中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因社区基础设
施薄弱、配套设施不完善，辖区内供居
民休憩的场所稀少，社区老人们为了
打牌、聊天等，经常把旧沙发、旧椅子
摆放在楼道口和街口，既影响环境美
观又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昨日，芝
罘区社区党委利用“双报到”单位与社
区开展共建活动的机会，联系了“双报
到”单位烟台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服
务中心，经过实地考察，在奇西广场及
周边居民楼附近安装八个休闲座椅，
为社区解决了一大难题。崭新的座椅
成为了奇中社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自“双报到”活动开展以来，奇中
社区与共建单位开展走访困难群体、
整治环境卫生、公益讲座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赢得居民的一致好评。“双报
到”单位与社区开展共建活动弥补了
社区资源不足的困境，实现了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共驻共建、事情共商、活
动共办的党建组织架构，通过为社区
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多做好事、实事，
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更好地为
社区居民服务，共同将奇中社区打造
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
明祥和的社区。

芝罘奇中社区
新添8张

“爱心休闲座椅”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峰 通讯员 刘振涵）师
德建设带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为规范师德行为，日前，
蓬莱区教体局以三举措深入规
范师德教育，引领教师认识到
为人师表的重要性，切实提高
师德水平和教学过程中对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

蓬莱区通过组织教师进
修学习，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
活动，制订学习计划，将《教育
法》《教师法》《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严禁
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
有偿补课的规定》等法律法规
和相关文件进行系统学习研
究。通过学习，引领教师切实

认识到依法执教和为人师表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提
升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师德水平，积极营造爱国守
法、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甘
于奉献的教书育人环境。

同时，蓬莱区通过创新服
务载体，把师德建设寓于形
式多样的活动中，让广大教
师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接受
教育，经受锻炼；立足实际，
因时因地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将活动和教师的教育
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创新
活动载体，用新颖的活动载
体吸引教师，提高广大教师
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师德师风建设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蓬莱教体局三举措
深入规范师德教育

志愿组织规模化

构筑流动“风景线”

10月1日到8日，蓬莱区“欢乐
国庆 温情中秋”志愿服务活动周启
动，8支志愿服务队伍共200余人
分布仙境各地，成为一道流动的风
景线。

这是蓬莱区志愿服务的一个缩
影。围绕体系和平台建设，蓬莱区

通过统一引领，规范组织体系，构建起以
区文明办统筹，区志愿服务协会主导，法
人团体队伍、机关志愿服务队和社会志愿
服务队为主体的三级志愿服务组织架构；
先后注册成立了蓬莱仙境爱心志愿者协
会等7家法人团体组织、70多个机关志愿
服务队伍、20多个社会志愿服务队伍，形
成区协会主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具体负
责的“横到边、纵到底”全域覆盖的志愿服
务网络组织架构。同时，依托协会引领，
开发建设仙境蓝·蓬莱志愿服务网和“志
愿蓬莱”微信管理平台等“线上”阵地，辐

射带动各社会志愿服务团体、镇街和部门
单位，打造了爱心超市、残疾人之家等各具
特色的志愿服务平台60多个。并在车站、
码头、景区等地统一建立“仙境蓝”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点）28个，覆盖10多个行业，
实现志愿服务“线上”与“线下”相互衔接。

如今，分布仙境各处的志愿服务组织，
不仅成为助推和谐的“润滑剂”，更成为一
道流动的“风景线”，让新时期文明实践和
志愿者服务精神精准落地实践，提升了城
市的温度品质，凝聚了助推发展的力量。

志愿服务常态化

夯实温馨“桥头堡”

8日晚上，一老人在南环路国宾酒庄
附近发生车祸急寻家属，义工群体不断转
发，众多市民纷纷参与，当晚，伤者家属被顺
利找到……如今在仙境，参与常态化的志愿
服务已经成为众多市民自觉自愿的行动。

让一个人带动一批人，让一群人温暖
一座城。以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为思路，蓬莱区广泛开展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将3、4月定为学雷
锋志愿服务月，鼓励引导扶贫济困、帮老
助残、医疗保健、送科技下乡等一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六一儿童节和寒暑假期间，
瞄准青少年等特殊群体需要，积极开展

“益加”助学、“四点半课堂”等活动；组织
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文明实践站，开展

“文化进万家”、文艺辅导、文艺演出、“送
电影下乡”、体育赛事、公益讲座等活动。

如今在人间仙境，环卫工人爱心歇脚
点、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岗等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仅今年上半年，就实现注册志愿服
务团队104支，注册志愿者突破7万人，志
愿组织策划发起“疫情防控”“守护海岸线”

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600多场次，累计服务
时长超过30000小时，获评省级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5个，烟台市级先进典型21个。

志愿服务品牌化

打造闪光“仙境蓝”

中秋节期间，“幸福来敲门”社区助老
项目组织志愿者来到海景苑社区部分独居
老人家中，提供心理沟通、帮做家务、收拾卫
生、健康检查等服务。这一由蓬莱仙境爱心
志愿者协会发起，以关爱独居、失能、高龄
老人为对象的项目，通过每周两次送奶敲
开老人房门，走进老人“心门”。项目先后
荣获“山东省志愿服务项目金奖”等荣誉。

不仅是“幸福来敲门”社区助老项目，
更多的志愿项目已经成为仙境志愿服务
的旗帜和品牌。以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

“金晖助老”青春扶贫项目，成立家电维
修、医疗保障、水暖维修、生活服务等服务
小组，常态化开展“二对一帮扶”“五个一”
服务；由民兵救援队发起的在烟台市内具
有领先水平的“SRT”绳索应急救援项目，
遇突发状况随时参与救援；由爱心家园公
益发展服务中心发起，以家庭困难的儿童、
孤儿为帮扶对象的“益加助学”助学项目，
已累计资助困难学生100多名，捐赠善款
50多万元。

志愿服务是一面精神旗帜，更是一种文
明导向。蓬莱区突出项目引领，擦亮“仙境
蓝”志愿服务新品牌。以大品牌引领小项
目，推动项目化运作提档升级。以“仙境蓝”
大品牌为引领，组织开展以“讲文明、有公
德、守秩序、树新风”为主题的各类“小项目”。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王冬梅 胡斌 姜艳君

董杰礼 摄影报道

“仙境蓝”绘就城市文明底色
蓬莱：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温暖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金海善 通讯员 崔建斌）
不幸遭遇交通事故，肇事机动
车逃逸或未缴交强险且无赔
偿能力，伤者家庭困难没钱救
治……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
么办？别担心，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能帮到您。

8月13日12时50分许，王
某驾驶轿车行驶至龙口市南山
庐山园小区处，与吕某某驾驶的
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车辆损
坏，致吕某某及乘坐吕某某电
动自行车的儿子展某某受伤。

接到报警后，龙口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
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现场
情况进行了勘查，发现吕某某
与她6岁的儿子展某某伤情
非常严重，不及时治疗会有生
命危险。民警立即联系了龙
口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民
警。救助办民警与医院沟通
后了解到展某某伤情特别严
重，右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蛛
网膜下隙出血、小脑幕硬膜下
出血并且多处骨折已经转入
ICU病房。

救助办民警立即与伤者
所在医院负责救助基金的工
作人员联系，开通了绿色救助
通道，母子二人得到了及时的
治疗。期间，救助基金办公室
民警积极同伤者家属沟通，核
实信息，准备材料，确认救助金
额，用最短的时间将伤者材料
审核完毕，为吕某某申请了
23810元救助款、为展某某申
请了22690元垫付款，为这个
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目前，
伤者病情逐渐好转，正在康复
中。家人对龙口民警给予的
救助表示感谢。

遇车祸母子二人陷困境
龙口民警“跑”来救命钱

两图为：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红色基因特色村领导小组成
员带着慰问品，走访慰问常伦庄 80 岁
以上的老人、低保户、五保户、军属，共
37家，为他们送去温暖爱心。

实实在在为红色基因特色村做事实实在在为红色基因特色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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