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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王爱华 摄影报道）“通过今天的
活动，重温党的历史，对我自身教育很
大，学党史、知党恩，作为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的一员，我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优
势，利用“五老”宣讲团这个平台，积极传
播红色文化，开展党史教育宣传活动，发
挥余热，服务社会。”莱州金仓街道老干
协党员志愿者曲维民参观完红色文化长
廊和党史馆后表示。4月1日，金仓街道
组织老干协党员志愿者、各村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崔家
村参观，追忆党的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大家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共同表达跟党走的决心。在座
谈中，大家就学习党史、传承红色文化各
抒己见，并纷纷表示要做好红色文化的
传播者和宣讲者，营造党史学习的浓厚
氛围。

崔家村1040户，常驻人口3100多
人，正式党员126名。崔家红色党史馆
建立于2018年10月，分为党的光辉历
程文化长廊、村史馆、胶东红色印记展示
台等板块。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海波 兆
平 摄影报道）在机动车前后
风挡玻璃粘贴或悬挂文字、图
案或物品时，容易遮挡驾驶人
视线，导致交通事故。日前，
烟台交警一大队在开展春雷
2号行动中查获部分面包车
侧面和后挡风玻璃粘贴广告，
影响驾驶员视线，存在安全隐
患，民警依法分别予以罚款
50元的处罚，并责令驾驶员
立即予以整改。

4月7日，烟台交警一大
队组织路面执勤警力对面包
车违法进行查纠时，查获7起
面包车玻璃广告遮挡视线违
法行为，其中6起为“货拉拉”

广告，民警现场从车内进行查
看，对5起确实遮挡视线的依
法进行了处罚，2起车内往外
看视线良好的予以教育并要
求整改后放行。针对面包车
侧面和后挡风玻璃粘贴广告
影响驾驶员视线、存在安全隐
患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分别
予以罚款50元的处罚，并责
令驾驶员立即予以整改。针
对货拉拉广告遮挡视线比较
集中的问题，烟台交警一大队
下一步将展开集中查纠清理，
并约谈货拉拉企业开展源头
管控。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
驾驶员，车玻璃粘贴广告和悬
挂图案有安全隐患，一定要及
时清除。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张洁 通讯员 赵树领）为
树牢全市文旅行业安全生产
底线意识，进一步强化景区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景
区安全生产工作，近日，我市
举办A级旅游景区安全生产
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山东财经大
学王旭科教授系统讲解了A
级旅游景区安全生产体系建
设方面的知识，通过分析旅游
案例、梳理行业法律法规，深
入浅出地介绍了A级旅游景
区安全生产涉及的重点内容
和关键环节，并就加强景区安
全生产工作、提升景区安全管
理水平给出了对策和建议。
课程的针对性、操作性较强，
使参训学员认识到了加强景
区安全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进
一步明晰了景区安全生产工
作的路径，掌握了景区安全管
理制度、应急突发事件的预防
处置机制等景区安全生产体
系建设相关内容。培训现场
还邀请了特种设备专家徐坤
山、芝罘区消防救援大队助理

工程师孙蕴，分别对大型游乐
设施安全管理、消防安全及应
急知识进行了培训演练。培
训班现场，蓬莱阁景区、张裕
酒文化博物馆、蓬莱海洋极地
世界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了
各自抓好安全生产的经验做
法和制度成果。

各区市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各旅游企业将以这次培
训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做好景
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压
力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以严
谨扎实的作风履行好景区的
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的监管
责任。按照安全生产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要求，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制定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
工作台账，强化全员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做好消
防管理、特种设备管理、流量
管控、森林防火、疫情防控等
景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
全市A级旅游景区平稳、安
全、有序发展，为市民游客提
供舒心、安心的旅游环境。

在莱州市土山镇，活跃着
一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他们
守护着一方青山，倡导文明祭
祀，助力护林防火工作。土山
镇周边黑松林面积广，附近村
落墓地多分布在黑松林中，护
林防火压力比较大。为了提高
广大群众的护林防火意识，老
干部志愿服务队深入林区，向

群众宣传护林防火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发放防火手册。此
外，他们还在黑松林周边拉设
防火宣传条幅，倡导广大群众
祭祖不烧纸焚香，引导更多人
自觉加入到护林防火工作中，
以实际行动积极守卫好“绿色
长城”。通讯员 亚芹 彭彬
YMG全媒体记者 寿锐 摄

张铂雨是烟台格迈纳尔中学初四3
班学生。初中四年，一直担任学习委员
和多科课代表。在老师和同学眼中，他
是一个沉稳、聪慧的男孩，品学兼优，全
面发展，是格中初中部倍受夸赞的优秀
学生。

在学习上，他认真勤恳，不骄不躁，
严格要求自己，是同学们的学习榜样，
多科作业经常是作为范文展示在班级
群中。不仅自己学习进步，张铂雨还经
常督促和帮助其他同学学习，是老师的
好帮手，也是同学的好伙伴。勤勉的学
习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让他的期末成
绩一直是校级第一名，连年被评为“学
习明星”和“三好学生”。

去年，他荣获福山区教育和体育
局颁发的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邓慕
莲奖学金”，并在由山东省妇女联合会
举办的“书香飘万家 家庭共成长”“晒
晒我家阅空间·亲子阅读来打卡”活动
的三等奖。今年年初，他又被评为福

山区第五届“十佳新时代好少年”荣誉
称号。

张铂雨勤学善思，开拓创新，从
2017年步入初中后，先后在济南、北京
等地参加过机器人灭火、寻宝挑战赛、
国际交流赛等比赛，在一次次的创意编
程和智能设计大赛中积累了参赛经验，
向科技的梦想一点点地靠近。

多种爱好丰富了他的业余生活，勤
学苦练、奋斗向上让他更加自信和自
强。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
员 杨好亮 臧世英）近日，烟台开发区第六
初级中学《德育潜生活，立人细无声》——
基于“生活”德育的工作实施方案入选山东
省教育厅2021年普通中小学校优秀德育
案例，在校园中推广“生活德育”品牌，提升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据了解，烟台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坚
持“培养能适应生活、改造生活、创新生活，
具有世界眼光的青少年”的育人目标，秉承

“知行合一”的生活德育模式，引导学生关
注生活、反思生活、创造生活，努力培养有
德、有魂、有趣的学生。

学校从学生核心素养出发，着力建设
学科、特色仪式、主题体验活动等多元“生
活德育”课程体系，打造学生、教师、家长、
社会四位一体的“生活德育”品牌，完善常
规管理考评和综合素质相互交融的“生活
德育”评价体系，让每一名学生在生活体验
中学会道德判断，生成道德智慧，内化为道
德自觉，让每一名学生努力成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立足山东港口一体化发展大局，烟台港
持续推动深化改革，客滚业务于2020年实现
一体化运营，“雷锋车”志愿服务队的带动作
用也逐步实现了由点到面的转变。龙口港客
运站的“雨天一把伞迎进来、冬季一杯水暖起
来、送站搭把手提上去”，蓬莱港客运站的“红

马甲”志愿服务队，都是雷锋精神最好的诠释
和发扬。

今年1月，“雷锋车”志愿服务队22名成
员在山东志愿服务网成功注册，成为正式的
志愿服务组织。

未来，“雷锋车”志愿服务队将围绕全面

提升主题，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提升服务，以
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服务向高质量发展
目标迈进，向更多的旅客朋友们传递“烟台
港客运”的温暖和感动。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宋敬娜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逄苗 通讯员 李俊健）近
日，芝罘区丽都社区联合烟台
市金阳公益发展中心明心志
愿服务队开展了关爱特殊家
庭走访慰问活动。

在走访慰问中，志愿者们
为特殊家庭送去油、米等生活
物资，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困
难，注意身体健康，多走出去
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强乐观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下一步，丽都社区党委

将不断引进和借助社会资源
力量，通过“走上门”的形式，
与特殊家庭结成帮扶对子，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
关爱，并提供机会引导他们
积极“走出去”参加活动，同
时也加强志愿者与服务对象
的沟通，培养和建立他们之
间的情感，使特殊家庭真正
体会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
社会归属感。

南有“小扁担”北有“雷锋车”
人和车换了一代又一代，烟台港“雷锋车”享誉全国交通行业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等14部门联合推选的2020年度山东
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
型名单公布，山东港口烟台港客运站
雷锋车志愿服务项目光荣上榜，入选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早在上世纪70
年代，烟台港的“雷锋车”便已家喻户
晓，时至今日，“雷锋车”换了一代又
一代，而“雷锋车”志愿服务队所传承
的烟台港客运人的爱心和雷锋精神
从未改变。

时间的车轮转回到1973年的一
天，一辆小板车出现在烟台港客运站
220米的长廊上。最初，它专门为过
往旅客装载行李，没多久推着它的工
作人员又在上面加了座位和护栏，可
以推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再
没过多久，在大家的一致建议下，三
块分别写着“雷”“锋”“车”的小木板
安在了车身上，为它命了名。

从此，由服务员自发组成的“雷
锋车”志愿服务队队员便每天推着

“雷锋车”为旅客搬运行李，平均一天
能进出2000多件。老码头胡龙照，
是第一代“雷锋车”志愿服务队人，
1992年退休时，他的小儿子胡永广从
他手里接过了“雷锋车”。“雷锋车”志
愿服务队推的不仅是行李，更传承着
客运人尽心竭力为旅客服务的浓厚
情感。

烟台港的“雷锋车”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曾经因为深具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而成为烟台港文明服务的闪
光品牌，也一度因“南有杨怀远的小
扁担，北有烟台港的雷锋车”而享誉
全国交通行业。

2010年客运站老楼停止使用，旅客们也
不必再经过那漫长的长廊，很多人认为，没有
了长廊，雷锋车也就退役了。但在没有长廊
的新客运站里，它不仅没有退役，而且从40
年前平板式变身为便捷的自助式“雷锋车”为
过往的旅客继续承载行李。

时光荏苒，“雷锋车”换了一代又一代，而
“雷锋车”志愿服务队所传承的烟台港客运人
的爱心和践行雷锋精神的初心始终未曾改
变。迄今，600多名志愿服务者推着“雷锋
车”历时五代，累计行走60余万公里、服务时
长12.7万小时，同时“雷锋车”所蕴含的服务

内涵也不断拓展。以“雷锋车”承载的爱心为
基础，职工们从实际工作经验中总结提炼出

“四心”服务工作法，延伸出便民工具箱、轮
椅、雨具、急救箱、酒类寄存等增值服务和设
施，处处蕴含着客运人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
的初心和便民爱民的诚心。

为人民服务
220米长廊上有了“雷锋车”

传承红色基因，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立足全面提升，续写“雷锋车”品牌辉煌

学党史学党史 知党恩知党恩

树牢安全生产底线意识
我市A级旅游景区同上“安全生产培训课”

广告遮挡玻璃危害大

交警集中查纠“货拉拉”

浓浓温情暖人心
丽都社区开展慰问特殊家庭活动

培养有德有魂有趣的学生
开发区六中德育方案入选省级优秀案例 奋斗，让他自信自强

“雷锋车”精神闪耀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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