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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郭超）每到周末和旅游旺
季，市民游客便会发现，在烟
台各景区内有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出现在景区重要的路口
和最醒目的地方为游客提供
咨询和引导，他们便是景区志
愿服务者。

“景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真不错，找不到厕所了、迷路
了，只要问一下都会很热心地
给你指路。”上周末，市民李女
士在蓬莱阁景区称赞道。记
者发现，不论天气如何都阻挡
不住志愿者们的热情，他们不
仅牺牲了自己的假期休息时
间，有的还拉来了自己的家人
或者孩子一起参与志愿者活

动，虽然很累，但是他们觉得
非常有意义。

“垃圾不落地，景区更美
丽”。除了帮助有需要的游
客，志愿者们总是不时地提醒
身边拿着美食观光游览的市
民游客，用自己的言行彰显烟
台景区的文明形象。

不仅如此，记者采访发
现，很多景区还专门建立了旅
游志愿服务驿站，开展文明劝
导、志愿讲解活动。正是因为
有这样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的
认真细致和热心、耐心的工
作，才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感受到了烟台景区有温度的
服务，景区志愿服务者已成为
景区里一张靓丽的名片。

志愿服务者义务奉献
为景区增添文明之风

本报讯（ YMG全媒体记
者 刘洁 通讯员 张馨）为发
掘基层妇女工作新方法，探
索服务基层妇女群众新路
径，莱山滨海路街道在翡翠
湾小区建设了“家庭教育示
范基地”。

翡翠湾小区家庭教育示
范基地是由莱山区妇联指导，
滨海路街道妇联牵头统筹，依
托翡翠湾小区党支部和党群
服务驿站建立，占地500多平
方米，是集“特色活动、便民服
务、教育培训、文化休闲”于一
体的多功能妇女儿童活动平
台。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以助
力“精致党建·品质社区”工作
为核心，聚力做活“容融溶荣”

四字文章，依托党建驿站渗透
妇女儿童家庭服务工作，推动
小驿站发挥大作用，自成立以
来共开展活动200余场，参与
群众近30000人。

滨海路街道妇联依托党
建驿站开展妇女家庭服务工
作，设立“家风故事”“国学经
典”展示区，展出“美丽家庭”
及优秀家风故事，弘扬好家风
好家教；设立家长学校，开设
初心学堂、启蒙课堂、致知讲
堂等主题教室，分别针对家
长、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提供
免费课程；设立“向日葵之
家”——四点半学校，“巾帼
红”志愿者轮流值班为小学生
进行义务学业辅导。

莱山滨海路街道
成立翡翠湾妇女之家

本报讯（通讯员 姜建彬
彭彬 YMG 全媒体记者 寿
锐）10月28日，莱州老干部活
动中心排练厅内传出一阵阵
清跪刚健的老生唱法，这是该
市老干部国粹艺术团的演员
们正在紧张排练蓝关戏《四知
太守》，准备为“百姓大舞台”
奉献一场精彩演出。

这只是莱州老干部志愿
队开展志愿服务的一个缩
影。为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干
部的政治优势和经验优势，动
员凝聚广大老干部参与志愿
服务，莱州市组建了农技专家
志愿服务队、义务服务法律调
解小组、健康义诊分队、国粹

艺术团、庄户剧团等5个志愿
队，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围绕
政策宣讲、科技下乡、医疗服
务、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打造特色老干部志
愿服务品牌。

据了解，莱州老干部志愿
队成员共有208人，他们积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打通联系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志愿队共开展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6场次，成功化解矛
盾纠纷12起，下乡义诊78人
次，参与“百姓大舞台”展演43
场次，不仅丰富了老同志晚年
幸福生活指数，也为莱州各项
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莱州老干部志愿服务队
发挥余热汇聚正能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金海善 通讯员 陈峰 孙
菁）近期，随着电动三轮车专
项治理行动的持续开展，招
远市城区电动三轮车交通违
法行为正逐步减少，但部分
电动三轮车仍存在违法载
人、酒驾、逆向行驶、闯红灯
等违法行为，尤其在长途汽
车站及其周边道路比较集中
地段，招远交警大队在车站

周围开展电动三轮车违法行
为专项治理。

为切实做好城区道路交
通秩序整顿，招远交警大队
组织警力在长途汽车站开展
电动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治理行动。民警地毯式出
击，8 名民警定岗查处，4名
民警驾驶警用摩托车在周边
道路进行巡逻查处，确保不留
死角。

招远开展电动三轮车
违法行为专项治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侯召溪）在胶东红色文化
陈列馆、杨子荣纪念馆等市区
著名红色党性教育基地，总能
看到烟台交运集团牟平运输
有限公司“交运红巴”服务的
身影，这是该公司打造“一心
向党 交运红巴”党建品牌服
务牟平发展的一个缩影。

烟台交运集团牟平运输
有限公司党支部依托道路运
输资源优势，为各级政府、企
事业单位量身定制推出了“一
心向党 交运红巴”服务。“交
运红巴”以“红”为主色调，车
厢外将“一心向党 交运红巴”
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有机融合，体现红色文化
传播传承。车厢内专门为党
员学习教育配置了红色歌曲、
爱国影片和廉政教育光盘。

目前，公司现有两部红色
巴士，均有公司安全行车100
万公里以上的党员执行驾驶
任务，公司与牟平区委党校、
各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良好合作关系，“交运红巴”
自推出以来，先后组织党员
干部到威海刘公岛、海阳地
雷战、蓬莱戚继光纪念馆、牟
平杨子荣纪念馆等处开展红
色教育，共承揽红巴服务20
余次，受到了用车单位的广泛
认可和好评。

牟平“交运红巴”扮靓
红色旅游风景线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钟嘉琳 通讯员 杜颖 摄影
报道）“他们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了鸭绿江……”10月 27日，
芝罘区东山老干部宣讲团成员
吕万凤在鲁东大学附属小学的
宣讲中说道。记者了解到，为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传承革命基
因，弘扬英雄精神，9月份以来，
芝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东山老
干部宣讲团到全区 16所学校
开展“争做时代少年 传承红色
基因”红色文化主题宣讲，受益
师生达1000余人。

宣讲过程中，宣讲老师从
抗美援朝前期背景导入、英雄
事迹分享、革命精神学习这三
个方面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
意义进行了诠释。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生动详实的描述、鞭辟

入里的分析将心系群众、不畏
艰难、顾全大局等党的优良传
统和志愿军英勇无畏、保家卫
国的非凡品格融入故事，师生
们听得津津有味，受益良多。
宣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
要发扬抗美援朝精神，从小立
志当先锋，传承革命英雄品格，
为将来建设和保卫祖国贡献自
己的力量。

“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是芝
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工作
品牌活动之一。从 2019 年开
始，芝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创新推出“红色文化主题宣
讲”“芝罘戏苑”“医百分课堂”

“法德讲堂”等一系列群众喜爱
的文明实践活动品牌，充分发挥
了文化引领、思想领航的作用，
切实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孟彦祥 徐宇）不久前的一天，烟
台市蓬莱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姜贵山正
在院内120急救车上整理仪器设备。车
外突然传来一阵焦急的喊叫声：“帮帮我
吧，谁来帮帮我啊。”职业的敏感驱使他急
忙下车查看情况。

一位七旬老太太好像迷路了，正神色
慌张地在医院停车场转来转去，不知所
措。由于过往车辆较多，姜贵山担心老人
被车撞到，便将老人带到门诊大楼前，热
心询问其相关情况。经过一番耐心沟通，
得知老人在医院与家人走散，老人只知道
自己住在北沟镇大姜家村，不记得家人的
联系方式和详细地址。

情急之下，姜贵山一边安抚老人的情
绪，劝慰她不要着急，一边主动帮助其寻
找家人。由于和老人是同乡，姜贵山立马
拨通了自己家中的电话，告知了老人的姓
名和体态特征，但家里人也不熟悉，他便

让父亲向村里的乡亲们打听情况。这时，
放射科技师于龙昌恰巧经过，上前询问了
老人的相关情况后，借助微信朋友圈平台
发起爱心接力，发动亲戚朋友一起寻人。

传染科护士杨景在途径现场时，回想
起自己似乎在停车场的某辆车里见过老
人。顺着这一线索，姜贵山护士开始四处
寻找相关车辆，发现不远处停放着一辆车
门敞开的无人面包车。他搀扶着老人来到
车前，老人却表示她也不清楚。他随即通
过车窗上的电话号码，与车主取得联系，
原来车主正是这位走失老太太的家人。

老人的亲属姜女士很快从门诊大楼
赶来，激动地向姜贵山连声道谢。据姜女
士介绍，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在来院前
曾反复嘱咐老人在车里等候，不料老人却
自己从车里出来了。

点滴真情暖人心，微小善举见文明。
在蓬莱人民医院，诸如此类助人为乐、帮
助弱小的暖心善举，每天都在发生。

迷路老人遇上了蓬莱好人
众人合力为老人找到家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冷冠霖 摄影报道）“用我微不足
道的行动为一个生命带去希望，我感到
很自豪。”林玉杰质朴的话语诠释着爱心
的重量。10月27日，经过近5个小时的
采集，烟台市公交车司机林玉杰在山东
济南解放军九六零医院顺利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至此，他成为烟台市第55
例、开发区第二例、也是首位公交司机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我就是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能配
型成功我觉得很幸运。”采访时，林玉杰
反复说着这句话。今年40岁的林玉杰
是一名光荣的退役军人。在工作之余，
他热心公益事业。自2002年起，他定期
参加无偿献血，自2012年起，每半个月
捐献一次血小板。2015年，在得知红十
字会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消息
后，他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报名，并提供了
血液样本。截至目前，林玉杰共捐献全

血20次，累计7600毫升，捐献血小板63
次，共计126个治疗单位。

2018年，林玉杰曾与一名血液病患
者HLA(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初步配型
成功，但是进一步高分辨率检测没有成
功。“当时感到非常遗憾，没想到还有第
二次机会。能让一个生命得到延续，能
为一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非常自豪，非
常有意义。””林玉杰高兴地说。

烟台公交司机在济南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
讯员 赵继锋 摄影报道）“孩子每天都和我
说胳膊疼、腿疼。”近日，烟台开发区爱之源
公益服务中心志愿者柳昱彤心疼地告诉记
者。柳昱彤嘴里的孩子，是她的女儿、爱之
源公益服务中心队长张晓明。她胳膊疼、
腿疼并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提着礼物
奔波在助困、助学、慰问的路上累的。最近
几天，她和爱之源公益服务中
心的队员们要跑很远的路
慰问困难家庭、建国前
老党员，前些日子则
忙着给特殊家庭的
孩子联络讲堂。“每
天都很累，但每天
也都很开心。”接
受采访时，张晓明
认为这份累是“甜
蜜的负担”。

微风拂面，暖阳普照。爱之源公益服
务中心带着爱心企业花秀集团捐献的
2100 元助学款和价值 5000 多元的爱心
物资奔向开发区中营村和大黄家村，还为
福莱山街道四位建国前老党员送去一些
礼品。

家住开发区潮水镇大黄家村的大彬
（化名）今年上初三，爸爸妈妈都是聋哑人，
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七年前，大彬7岁时，
妈妈和爸爸离婚后就搬走了。爸爸身体有
病，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大彬和姐姐就跟着
当时已经65岁的奶奶生活。奶奶一个人

省吃俭用供两个孩子生活、上学，很不
容易。2019年，大彬的姐姐考上

了西南交通大学。“了解到他家
的情况，我们前段时间联系
到华秀美业集团资助姐姐
上大学，每个学期给姐姐
1500 元助学款。我们还
给奶奶和大彬送去了礼物
——糕饼、烤鸭、大米、牛
奶，并将这个学期的助学
款送到了奶奶手中。”说起

大彬和姐姐的遭遇，张晓明心疼不已。
潮水镇淳于村的亮亮（化名），今年上

三年级。也从爱心姐姐晓明这里领到了
600元助学款和礼物。

孙秀梅出生于1928年4月，在老家海
阳担任过民兵队长、妇女主任等职务，1945
年8月入党。张晓明和队友们还带着喜旺
礼盒、烤鸭、大米、牛奶等礼物上门看望了
孙秀梅老人等四位建国前老党员。

近日，张晓明赶到莱山区孵化基地，
一边收拾场地一边等着爱之源的义工、烟
台山医院林生副主任给义工和孩子们讲
急救知识。大家陆续赶到，晓明把提前准

备好的小国旗给孩子们贴在脸上。“这是
一堂与往常不同的课程，脸上贴着小红旗
听课，让我觉得格外神圣。”来自双语和三
中的几位爱心同学还给特殊家庭的孩子
捐了书。

烟台开发区爱之源公益服务中心以
“党建引领 慈善惠民”为纲领，全身心投
入到以脱贫攻坚为重点的各项慈善公益
工作中去，打造出完整的助学体系“牵手
筑梦”助学项目，并开展“声声相伴 与梦
同行”困境儿童陪伴成长项目，一系列活
动的开展充分了展现了爱之源公益服务
中心作为社会组织应尽的责任和担当。

爱心姐姐和她的爱心姐姐和她的““甜蜜负担甜蜜负担””

红色文化宣讲让文明实践“接地气”

林玉杰林玉杰

宣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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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带着礼物志愿者带着礼物
看望贫困家庭孩子看望贫困家庭孩子。。

志愿者给孩子们贴上
小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