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 讯 员 连荣
YMG全媒体记者 寿锐 摄影
报道）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火灾
预警、防控能力，增强群众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近日，
莱州沙河镇工作人员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到村庄逐
户为群众安装燃气报警器。

每到一户，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都仔细查看燃气装置的
安装情况和是否存在隐患，并
详细讲解燃气报警器的注意
事项和使用方式。同时，还为
群众讲解基本的用电常识、防
火知识，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用
火、安全用电。群众对预警效
果非常满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10月6
日，在烟台山医院骨科病房内，因为不慎跌倒摔
断肩胛骨的张德胜还在接受术后观察治疗。9
月30日夜，在芝罘区前进路供销花园小区门口
附近，60岁的张德胜下台阶时不慎摔倒撞到栏
杆上，导致其右侧肩胛骨严重骨折等伤情。事发
后，路过的退役军人邹旭东驾车将张德胜送到医
院救治并陪护到其术后脱险。

9月30日晚9时许，在芝罘区前进路供销花
园小区门口附近，喜欢晚上跑步的邹旭东在回家
途中，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呼救。邹旭东迅速跑过
去，发现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蜷曲着身体，左手
扶着右臂满脸痛苦地求救：“我刚才摔倒，右肩撞
在铁护栏上，现在疼痛难忍……”简单交谈后，邹
旭东得知该男子名叫张德胜，是附近一家单位的
门卫，当时张德胜从门卫室出来下台阶时，失足
跌下台阶，整个身体撞到了护栏上。

在海军某部服役转业且具有一定的急救常
识的邹旭东分析，张德胜极有可能是右侧肩胛骨
等处骨折。他将车开到张德胜身边，连扶带抱，
搀扶助其上车。在路上，邹旭东询问得知，张德
胜有个儿子是船员，现在国外，老伴前两天在家
摔断了手臂正在养伤，儿媳妇出差在外。换句话
说，张德胜的亲属此刻是一个也“靠”不上。

邹旭东决定帮忙帮到底，到医院后，他将张
德胜交给急诊医生，然后开始给张德胜挂号、拍
片交费，然后又搀扶张德胜去拍片，拍完片后将
伤者送往急诊室医生身边，返回拍片处取报告。
很快，张德胜的诊断结果出来了，为右肩关节脱
位伴肱骨大结节骨折。接诊大夫称，张德胜的伤
情特别严重需要立即住院手术治疗。

接下来，邹旭东就如同张德胜的亲属一般，
推着担架车将张德胜送到住院部18楼病房做手
术前准备。邹旭东在医生办公室、护士站和伤者
病床往返几次，帮助办理伤者手术前信息登记，
代理家属签字同意手术治疗等手术前事项。手
术要在22楼进行，邹旭东推着体重220多斤的
伤者从18楼病房送往22楼手术室。当把伤者
送进手术室从病床搬到手术床上时，邹旭东已经
是大汗淋漓。

手术在子夜时分开始进行，邹旭东在手术室
外的着急等待中迎来了国庆节。作者术后到病
房后，邹旭东全程做起了陪护。第二天上午，医
生前来查房告知张德胜：“手术很成功，幸亏你受
伤后送救及时……”后来，张德胜所在单位得知
情况后，及时出面为他请了护工，邹旭东也得以
离开医院回家。得知张德胜手机里“没钱”，邹旭
东还给他1000元钱备用。

本报讯（通讯员 张贤娜）
近日，山东省公布第二批“信
用交通市”暨第一批“信用交
通县（市、区）”试点单位。经
各市申报、省厅筛选和研究审
核，烟台市蓬莱区交通运输局
成功入选首批“信用交通县
（市、区）”创建试点，也是烟台
市唯一入选试点。

试点创建期为一年，期间
各试点单位结合本地实际，突
出创建重点和亮点，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模式经验，发挥信
用交通建设示范和带动作用。

为深入推进交通运输信
用体系建设，近年来，蓬莱区
交通运输局将信用监管作为
行业监管重要方式，通过质量
信誉考核、信用信息归集、失
信企业信用修复、失信被执行
人联合惩戒等形式，提升企业
和从业人员诚信经营意识，提
升交通运输行业信用建设水

平，优化道路运输营商环境。
尤其在推进信用修复工作中，
通过走访宣传，进一步提高企
业诚信经营意识，促使企业认
识到不良社会信用记录对企
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对于有诚
信守法经营意愿、失信行为已
整改、行政处罚失信信息已满
最短公示期的失信企业，区交
通运输局积极主动与企业负
责人取得联系，为企业提供

“线上指导、线下代跑”服务，
通过面对面讲解的形式，“一
对一”讲解信用修复操作流
程，指导企业申请修复企业信
用、退出失信“黑名单”，帮助
企业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
展。2020年以来，共组织7
家道路运输行政处罚失信企
业开展信用修复，蓬莱交通运
输局信用修复经验做法被山
东省交通厅信用专班纳入信
用修复样本。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宏伟 通讯员 于丽英 摄影报
道）莱州市文昌路街道北关社区
有28个居民小区，一直以来给
人留下的是一种充满年代感的
老街区印象。如何增进邻里之
间友情？近日，北关社区依托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邻里驿站，
成为社区群众的“暖心小屋”。

“在邻里驿站居民们可以学
习、休闲、调解、娱乐、议事，不但
多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也有
效激活了社区居民的自治效能。”
北关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旭玲表
示，在邻里驿站，居民在学习交流
和参与文娱活动中拉近距离、增
进感情，不断陶冶情操、提高素
质，在欢乐、和谐中共同创造和分

享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提升居民
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邻里驿站”为载体，北关
社区创建了“邻里和睦文化墙”，
从关系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事
做起，整合双报到单位、志愿服
务组织、党员志愿者等各方力
量，打通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在邻
里和睦文化墙下，不时传来嘹亮
歌声，社区邀请城市基层党建顾
问团副团长张永珍开展“讲党史
感党恩 饮水思源惜团圆”主题
活动，通过唱红歌讲故事，在忆
苦思甜中学习党史，体味新时代
幸福生活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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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
员 赵东丽 衣雨杰 摄影报道）10月 1日下
午，受极端恶劣天气影响，牟平区龙泉镇遭受
冰雹灾害，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果农争分夺
秒在田间地头进行抢收工作。10月3日傍
晚，龙泉镇慈善工作总站向市慈善总会打来
求助电话，请求解决果农田间地头的吃饭问
题，加快收购受灾果速度。

时间有限，爱心无限。市慈善总会第
一时间开展救助工作，社会各界爱心企业
纷纷响应，烟台丰金集团作为牟平区本土
爱心企业率先行动，调拨面包、火腿、矿泉
水等应急食品2万元；烟台蓝白食品有限公
司任吉宏董事长表示，将全力支持救灾工
作，企业临时调整假期工作时间，取消休
假，蓝白职工凌晨三点开始工作，加班加
点，制作爱心餐500份；烟台巧媳妇食品有
限公司紧急调集点心 2000 份。10月 4日
上午爱心物资全部送往救灾一线，帮助果
农渡过难关。

冰雹无情 人间有爱
烟台各界爱心物资送抵牟平受灾一线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近日，国翠小学举办了“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该校举行的课本剧展演活
动中，《难忘的一课》《红领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一个个
生动感人的课本剧故事，在学生心中种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种子。 YMG全媒体记者 李伟嘉 通讯员 王晓君 摄

蓬莱成功入选
省首批“信用交通县”试点

莱州沙河镇为民办实事

入户安装燃气报警器

爱在邻里共叙情
莱州北关社区邻里驿站成群众“暖心小屋”

祝福祖国，强国有我！9月30日，烟台十中2021年秋季田
径运动会在芝罘区人民体育场举行。无论是隆重热烈的开幕
式，还是紧张激烈的赛场，都展现出了师生们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身体素质。YMG全媒体记者 柴向阳 通讯员 刘作山 摄

老人失足摔伤
退役军人热心救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孙景行 侯亚丽 蒋言芳 摄影报
道） 9月29日，在纪念山东省文联、山东
省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对第十二
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获奖作品进行了
表彰奖励。其中，王海军导演的栖霞本土
电影《苹果村的喜事儿》问鼎“泰山文艺
奖”。这也是继电影《苹果村的苹果事
儿》、纪录片《砂大碗》之后，栖霞第三次问
鼎“泰山文艺奖”。

“泰山文艺奖”是山东省委、省政府批
准设立的山东省文艺界的综合性大奖，是
山东省文艺界的最高专业奖项，评选包括
戏剧、音乐、曲艺、舞蹈、杂技、美术、书法、
摄影、电影、电视、民间文艺、文艺理论和
评论等12个艺术门类。

本届“泰山文艺奖”评选是两年来全
省文艺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共有831件
文艺作品参评第十二届山东省“泰山文艺
奖”艺术作品奖、文艺理论和评论奖。在
评选监督组的严密监督下，通过抽签组成
各艺术门类初评小组，对参选作品进行了
认真严肃、公开公正、科学规范的评审。
经初评、终评，共评出获奖作品124件。

烟台市共有8件作品获奖，其中，栖霞市
参评的院线电影《苹果村的喜事儿》获得
电影类三等奖。

电影《苹果村的喜事儿》由中共栖霞
市委宣传部、栖霞市文化和旅游局、烟台
市电影家协会和烟台市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于2019年联合出品。据影片导演王海
军介绍，电影《苹果村的喜事儿》是《苹果
村的苹果事儿》姊妹篇，也是一部农村题
材喜剧电影。影片以展现苹果村两代人
的婚恋生活为线索，聚焦脱贫攻坚、移风
易俗，讲述了苹果村的两对新人为举办婚
礼发生的故事，体现了新时期、新形势下，
不同群体对于婚姻的看法和见解，是一部
展现农村风土人情、积极向上、寓教于乐
的喜剧影片。

《苹果村的喜事儿》问世后，备受追捧
和好评。该电影被山东省宣传部列为孵
化计划的优秀影片，2020年在全国热播；
在中影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等单位
主办的“携手抗疫促农 助战脱贫攻坚”电
影推荐中位列第三，《中国电影报》头版头
条对其宣传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今年《苹果村的喜事儿》还与

《地道战》《党的女儿》《最可爱的人》《喜
盈门》等许多经典影片一起，被中国电影
集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影新农
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单位列为百
部优秀国产影片之一，向全国农村院线
推介。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近年来，栖霞市文艺创作欣欣向
荣、硕果累累，除在国家及省级报刊发
表大量文学作品外，还先后创作、拍摄
了电视剧《牟氏庄园》《好雨知时节》、电
影《苹果村的苹果事儿》《苹果村的喜事
儿》《决不言弃》《咱村的消防队》《姑
娘》、吕剧微电影《牟二黑子传奇之戏说
斗富》《牟二黑子传奇之戏说方便》、纪
录片《砂大碗》等30多部主题鲜明、内
容丰富的优秀影视作品。其中，电影
《苹果村的苹果事儿》、纪录片《砂大碗》
还分别荣获2016年度和2017年度山东
省文艺界最高奖项——泰山文艺奖。
据《苹果村的苹果事儿》改编而成并在栖
霞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好雨知时节》则入
围国家脱贫攻坚题材重点剧目，并在山
东卫视黄金时段播出。

“莱果村”有大喜事儿
栖霞本土电影《苹果村的喜事儿》喜获“泰山文艺奖”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海波 兆
平）10月1日17:20左右，烟
台交警一大队一中队辅警刘
军利沿西南河路由南向北骑
摩托车巡逻至西南河与南大
街路口时，看到前面一名骑电
动车的男子掉落一部手机。
刘军利立即向其大喊：“手机
掉了！”正好有一辆公交车驶
过，噪音太大，男子没有听

见。刘军利马上骑摩托车驶
过去捡起了手机，可此时骑电
动车的人早就不知了去向。

刘军利立即向大队汇报，
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失主，自己
则留在在原地疏导交通、查纠
违法。大约一刻钟后，失主通
过家人手机打来电话，在刘军
利指引下回到西南河路与南大
街路口。在确认失主身份后，
刘军利将手机归还给了失主。

一男子手机失而复得
交警坚守岗位完璧归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