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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
巍）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推进，药店
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为了提
高辖区内药店的重视程度，规范药店疫
情防控，加强对药品安全的管理，栖霞
桃村镇市场监管所日前召集辖区内所
有药店负责人，就药店疫情防控及药品
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场监管所的执法人员针对日常

执法检查中药店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
了提醒：“一是疫情防控工作，药店在经
营过程中务必要求顾客带好口罩，查验
好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情况；二是
对于处方药的管理，个别药店依旧存在
驻店药师不在岗、不按处方开处方药等
问题，药店的日常管理和卫生状况也经
常出问题，大家应该重视起药品柜台的
摆放，不能对群众形成误导。”

栖霞桃村镇把好药品经营安全关

社区“疫”线显担当

今年8月，我市接连出现新冠肺
炎病例，启动全员核酸检测。这对于
信达社区工作者孔爱华来说，是一场

“硬仗”。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信达社区

有一千八百多户居民，三千六百多
人。虽然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早已放在社区志愿服务站免费向居
民提供，但确诊病例的出现还是让孔爱
华辗转无眠了。紧急开会分人定岗，整
合下沉力量，协调辖区物资，划分区域
拉警戒线，通知住户下楼进行核酸检
测，安排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上
门检测，安抚管控14户居家隔离人员，
安装门禁上门送菜……孔爱华带领着
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连续奋战四天
四夜，将各项工作有序地推进，一点一
点织牢社区疫情防控的安全网。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社区工
作人员都积累了一定经验，这次我们
按照地理位置将居民区分成6个网
格，并建立了核酸流动检测点。”孔爱
华告诉记者，“我们组队穿好防护服，
按照单元逐层往上，挨家挨户确认，找
到老弱病残户。”

社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孔
爱华又马不停蹄地将新冠疫苗接种情
况提上了日程。了解到辖区部分老党

员、老军人行动不便，未接种疫苗，这
位“70后”书记亲自开车把居民送到
疫苗接种点，帮助不会扫码的老人登
记，陪同接种后的居民留观检查。对
于居民来说，以真心换真心的孔爱华，
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为民服务“零距离”

“居民一碰到问题就向我求助，是
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回想起刚到社区
时的状况，作为一名新手书记的孔爱
华心中颇为感慨。在任职居委会主任
的第一年，孔爱华偶然得知福泰小区
只有一个南门，居民出行不便，便立刻
组织专人进行实地考察并及时与街
道、物业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同时将
破损模糊的楼牌号和坑洼的路面重新
修整，使得困扰居民多年的问题得到了
有效解决。

社区工作涉及党政建设、计划生
育、民政优抚、文化宣传、退役军人、安
全生产、综合治理、疫情防控、社区稳
定等，这些琐碎的日常事务只是孔爱
华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居民的身
边事。

信达小区南区电动车充电难、电
线隐患等问题成了小区居民的心病，

“我觉得为居民实实在在做点事是我
这份工作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可以
等，但不能让居民再等了。”孔爱华说，

她联系了村委会和物业部门，将社区畅
想的充电桩与初步计划分享出来，就方
案可行性进行商谈。目前，已完成充电
桩选址和采买工作，充电桩相关事宜步
入正轨，施工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

“其实社区很多工作都需要用心
发现，像之前开展的‘垃圾迁移’活动，
就是因为将信达社区邮政小区的违建
菜园拆除重建后，发现角落的卫生死
角。”为此，孔爱华发动召集双报到单
位党员、辖区居民楼长等30余名志愿
者的力量，在酷暑难耐的七月，利用周
末休息时间进行地毯式清扫，并联系
街道城管部门借来大货车，将垃圾一
车一车运出小区。

同时，作为社区妇联主任，孔爱华
时刻关注辖区妇女，在社区举办了“艺
苑献萃”扇子舞教学活动、插花送军
属、“环保生活”编花筐等活动，牵头开
创的“享甜信达生活，邻里吃瓜大赛”
如今也已举办到第三届了，社区妇女
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孔爱华时刻
牢记自己的使命：核酸检测时96小时
无眠无休；创建文明城市时穿着红马
甲一走就是一天。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她退伍不褪色，“我不管干什么工
作，永远记得我当兵的初衷‘为人民服
务’。”孔爱华说。

YMG全媒体记者 秦菲
通讯员 唐军强 于雅欣 摄影报道

省优秀兵支书孔爱华——

铿锵玫瑰别样绽放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轶
杨春娜 摄影报道）德润快速路建设
备受市民关注。近日，市民孙先生拨
打烟台民意通电话（6601234）咨询，
原先德润路上的行道树法桐不见了，

“是移栽了还是砍掉了？”带着孙先生
的问题，10月11日，记者来到德润路
看到，导改工程已经完成首段道路的
混凝土铺设工作。从港城西大街到魁
玉路道路两边的行道树已经悉数移
栽，魁玉路到楚泰路两边的行道树也
即将移栽。

烟台市轨道交通集团工程部主管
闫乃齐介绍，导改工程主要是将目前
的车行道拓宽，以便后期高架桥施工
占用车道时，保障辅路车辆通行顺

畅。而车行道拓宽，就要占用目前的
人行道，人行道上的行道树、路灯、消
防栓等都要为快速路建设“让路”。

关于400余棵法国梧桐的去留，
有关部门和规划专家曾进行了专题讨
论。记者从芝罘区园林处了解到，一
开始大家曾考虑过把树整体移栽到别
处，但在试挖法桐时发现，这些树直径
大都在15厘米以上，且根部带不起土
球 ，移栽后成活率极低。为保障成活
率，所以大部分法桐只能砍掉树冠后
再进行移植。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快
速路要求法桐树干的分支点为起地
3.5米。现在路两侧的法桐树高从2
米到6米不等参差不齐，需要进行“定
杆发茂”。除了砍掉树冠的法桐，还要

将部分法桐带着土球从根部挖出来进
行移栽，这样移栽后的法桐才能树冠
圆整，分支均衡。

随着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
设发展，我市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
位逐渐凸显，城市交通格局面临极大
机遇和挑战，亟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快速交通系。我市在详细论证比选的
基础上，规划形成“一轴一横三纵+港
区环”的快速路网。其中最先开工的
德润快速路，总长约9.1公里，是规划
东西向“一轴一横”快速系统的核心纽
带联系通道，承担沿线交通集散及快
速路网系统交通转换工程；是芝罘区
南北向快速联系通道，推动城市南拓
升级发展。

是移栽了还是砍掉了？

400余棵法桐为德润快速路“让路”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前段时间连日降雨，芝罘区东山街道福山
路25号居民张先生家遭遇“水帘洞”式漏
水。张先生向“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投诉称，漏雨原因是楼下大树树枝修剪不
及时覆盖屋顶，风大时树枝来回甩动弄碎
屋面瓦导致。

在张先生提供的一段拍摄于他家里的
视频中，记者看到雨水从屋顶分成好几股
流下来，张先生和家人迫于无奈只得用盆
子放在地上接。窗外暴雨如注，张先生家
里俨然成为“水帘洞”。对于自家出现这个
情况，张先生称，他曾经找过园林部门，因
为楼下高大的杨树树枝蔓延到了房顶，在
刮大风时，来回晃动的树枝又把瓦片扫碎
了。后来园林工作人员将蔓延到屋顶树枝
给锯断清理了，但是这些被弄碎的瓦却没
有人来修缮。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情况，芝罘区园林
部门一位知情者称，张先生所在的居民楼
下杨树不归园林部门管理。张先生反映
问题后，当地居委会联系园林部门帮忙修
剪树枝，出于积极应对居民诉求的考虑，
园林部门出动大吊车等作业设备，将这些
树枝修剪好了。对于居民房顶被破坏了
房瓦以及由此带来的漏水，这位工作人员
表示，这该由其产权部门或者属地单位来
处理。

产权单位或者属地单位是谁？烟台民
意通记者从福山路居委会得知，张先生的
投诉已报至东山街道办事处，修缮工作正
在等待审批。

张先生家所在的居民楼顶能不能修缮
好，该谁去修理？烟台民意通将继续关注。

树枝扫碎屋顶房瓦

居民家下雨
漏成“水帘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近日，
莱山区清泉鑫卉花园小区多位居民向

“烟台民意通”6601234反映，小区A
栋楼地下车库不时出现漏水情况，特
别是今年入秋以来，受连日阴雨天气
影响，漏水现象进一步加剧，车库内臭
气扑鼻，污水流进电表箱、电梯井，不
仅带来出行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给
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困扰。

10月9日、11日，记者先后两次来

到清泉鑫卉花园小区了解情况，从
小区A栋 2单元走出电梯进入停车
场，发现电梯口过道两侧墙上还残
留着水渍，几米外的棚顶正滴答滴
答地滴水。

A栋业主纷纷诉说漏水问题对大
家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前几天雨大
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整
个西侧停车场几乎全面沦陷，地面被
污水浸泡，行人无法正常行走。”A栋1

单元业主张先生告诉记者。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水，顺着墙都

流进了电表箱里，漏电了怎么办？”A
栋2单元业主周先生说，“前段时间雨
水多的时候，积水从电梯间流进电梯
井，损坏了电路主板，导致电梯停运了
好几次。这栋楼就这1部电梯，影响大
家出行不说，一旦出了安全事故谁来
负责？”

另有业主拍摄视频显示，10月4

日晚能够清楚地看到水从棚顶流出，
下方三个大号白色水桶已是水满溢出
状态，地下车库积水十分严重，墙面污
水流过的痕迹还清晰可见。

什么原因造成漏水？如何彻底解
决漏水问题？小区一位居民表示，对
于漏水情况，物业曾来清理过一次，但
简单清理显然是治标不治本，再遇大
雨天气还会出现漏雨问题，“不是治本
之策，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都

担心再次出现漏水情况，希望物业和
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一下。”

对此，10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
负责该小区物业的清泉物业有限公
司，被物业工作人员告知负责人不在，
不能予以回复。随后，记者多次致电
物业负责人，均未取得联系。

莱山区清泉鑫卉花园小区地下车
库污水横流一事，究竟如何彻底解决，
烟台民意通将持续予以关注。

清泉鑫卉花园小区地下车库污水横流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
雷 通讯员 姜娜） 10月12日，芝罘区
养正小学邀请芝罘区南山路派出所彭
警官为学生进行网络安全宣讲活动，加
强网络安全教育宣传，营造安全、健康、
文明、和谐的网络校园。

彭警官给学生们介绍了网络安全
教育知识，通过具体事例讲述了校园
周边存在的网络安全隐患和网络安全
常识，并以网络安全知识竞赛方式进
行了调查提问，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回
应。

养正小学举办网络安全知识教育讲座

今年以来，莱
山区朱柳村依托本
村青年美术人才资
源，对全村 2 万余
平方米民房墙体进
行整体彩绘。单调
的墙体经过画师精
心描绘，呈现出各
式各样的动漫场景
和卡通人物，成为
青少年游客的热门
观光打卡地，闯出
一条做大乡村旅游
的新路。图为游客
观赏动漫彩绘墙。

YMG 全媒体
记者 唐克 摄

对于“铁娘子”，我们会想到许多词语来描述，铿锵玫瑰、百折不回、默默奉献……烟台市芝
罘区幸福街道信达社区女书记孔爱华也是“铁娘子”中的一员。作为退役军人，多年的军旅生
涯，锻造了她扎根社区工作默默耕耘的本色。战“疫”号角吹响后，她“变身”巾帼不让须眉的“女
战士”，用满腔热情履行着肩上的责任，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桂子月中落，
天香云外飘。”位于
龙口市黄山馆镇馆
前陈家村的月桂园，
门前的一句诗宛若
将香气也带到了人
们面前。金秋时节，
记者走进月桂园，沐
浴花香，聆听馆前陈
家村以“美”为媒，引
来桂花枝头“产业”
香的美丽故事。

月桂园里，园主
胥毅正打理着桂花
树，和工人一起浇
水、查看桂花长势。
这片桂花园共占地
35亩，是今年春天新
建设的。园区内，共
有天香台阁、檀香月
桂、老金桂等10余个
名贵桂花品种。小型
桂花树的价格从100
至2000余元不等，大
型苗木的价格相对较
高，依据品相、品种、
树龄，最贵的能达到
二十余万元。与众不
同的是，月桂园里的
桂花实现了四季可观
赏，花期能达到200
多天，与此同时，通
过胥毅多年的精心
改良，让南方习性的
桂花走出温室，抗寒
性大大提高，在零下
15℃的户外依旧可
以存活。

早先，胥毅在龙
口市西城区种植桂花，但受到土地面积
的限制，他一直想寻找合适的地块，新建
一处开阔的园区。今年年初，胥毅来到
黄山馆镇馆前陈家村，他一下子就被眼
前的“美”打动了。作为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示范区上的一颗闪耀明珠，“月季小
村”“书香陈家”给人别样的乡土情怀，温
暖、厚重、有文化底蕴。不仅如此，这里
村容村貌整洁，民风淳朴，胥毅对馆前陈
家可谓“一见钟情”。

在与黄山馆镇党委、政府以及村里沟
通时，胥毅感受到了黄山馆镇打造优良营
商环境工作中的“黄山速度”，从达成承包
意向到签约、腾地、桂花苗木搬进园区，仅
用了一周时间。在黄山馆镇上下的齐心
帮助下，胥毅与他的宝贝桂花在这里安了
家。经过大半年的园区建设、发展，月桂
园已经初具规模，也逐渐扩大了知名度，
甜香的桂花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赏花人。

如今，“书香陈家”再添桂香，每年为
村集体增加4万元的收入，还带动了黄
山馆镇周围几个村的闲散劳动力就业，
他们可以通过在月桂园打工获得收入，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田园秀色生态美，串珠成线绘新景
……馆前陈家的“美丽经济”成为黄山馆
镇西片5村联村共治连片打造的一环，
与馆前邹家金银花、馆前王家的芦竹交
相辉映、相得益彰，既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产业，又成为黄山馆镇“文化+旅游”
战略的美丽实践。

YMG全媒体记者 王军华
通讯员 曲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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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动漫村

孔爱华孔爱华（（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