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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张洁 通讯员 旅宣）22日，
第一批山东省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公布，确定
29个项目为第一批省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中，
烟台市芝罘仙境历史文化街
区、烟台海昌渔人码头、蓬莱宝
龙海上仙街3个项目入选，为
下一步争创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芝罘仙境项目朝阳街、所
城里、烟台山是烟台市委市政
府推出的国际级大型文旅综合
体芝罘仙境项目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修缮后的朝阳街、所城
里连通烟台山景区一体化运
营，打造胶东传统非遗民俗体

验、特色红酒IP氛围，重现开埠
历史文化，形成集旅游观光、休
闲娱乐、居住商贸等功能于一
体的旅游休闲度假中心。

烟台海昌渔人码头景区，
拥有市区内天然陆连岛，三面
环海，占据烟台滨海旅游观光
带“精品海岸”的绝版位置，拥
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群，充
满了浓郁的欧罗巴风情。

蓬莱宝龙广场项目地处
蓬莱市区、景区双核心，紧临
蓬莱阁、三仙山·八仙过海两
个5A景区，交通畅达，是集旅
游、购物、餐饮、文化、娱乐、休
闲、商务、居住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功能配套最新、最齐全
的中国北方旅游商业综合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睿 通讯员 刘伟 摄影报道）近期
气温骤降，莱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持续奋战在一线路面上，为市民安
全、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对停车点内的共享单车，莱山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定时抽查车辆
重点零配件（刹车、轮胎螺纹、转
把、脚蹬、车座等），重点关注停车
点内长期闲置的车辆，对问题车辆
当场报修，拉回仓库；清理车筐内
的垃圾，擦洗车座、车把上的灰尘，
保持车辆干净，增加用户骑车的舒
适感。在大学及商超周边，安排专
人在路面引导用户安全骑行，骑行

前仔细检查车况，佩戴好头盔；骑
行时遵守交通规则，严禁骑共享电
单车载人。在路面巡查引导过程
中，碰到双人、多人骑行情况当场
制止，并合理引导规劝；引导市民
骑行后把共享单车放在规定停车
区内，按卡位颜色有序停放车辆，
规范统一，让共享单车归位，为文
明城市创建增光添彩。

莱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
广大市民：冬季骑行共享单车要注
意防风防滑防冻，在保障自身安全
的情况下，做文明的骑行者、停放
者和宣传者，共同打造莱山良好的
市容环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员 周航宇 摄影报
道）“以前在外面理发最少也要二三十块钱，在这儿五块钱就能理
一次，太划算了”“我的母亲年龄大了，长年卧床不能出门，现在社
区可以为这些高龄失能的老人上门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真是太贴
心了”……近日，芝罘区大海阳社区成立了“壹家理发屋”，居民们
对此称赞不绝。

理发是一件小事，可在社区部分家庭中却是一个“头上”的难
题。大海阳社区在社情民意走访过程中发现，有些居民理发难，
于是整合商圈资源，邀请辖区向东理发店老板郝向东当社区“壹
家理发屋”的“一把手”。郝师傅听了社区理发店的经营模式以及
服务范围后，爽快地答应了。

“我以前也做过志愿服务，现在社区找到我，我很愿意同社区
一起，为咱们社区的老人们服好务。”郝师傅说。

居民“头上”的难题，随着社区理发屋的开业迎刃而解，同
时收获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开业当天，“壹家理发屋”迎来了第
一批客人，郝师傅用精湛的技艺和细致的服务让前来理发的老
年人感受到了社区的贴心和温暖。“我今天来咱这，其实就是想
看看社区请谁来给我们理发，我一看是郝师傅，那就没问题
了。郝师傅在咱们这片儿干理发30多年了，他的手艺我绝对放
心。”第一位享受到服务的居民说。接待完店里的居民后，郝师
傅又到居民家中为高龄失能老人免费服务，理完发后，老人紧紧
握着郝师傅的手说：“真是感谢你啊，感谢社区领导们，我卧床在
家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在家还能享受到理发的服务，真是太谢
谢你们了！”颤抖激动的话语、久久紧握的双手，是老人发自内心
的感谢。

大海阳社区“壹家理发屋”每周二和周四向辖区内60周岁以上
老人以及8岁以下儿童、低保户、残疾人、优抚对象、复退军人等特
殊群体提供公益成本理发服务，同时为辖区内的高龄失能老人提
供免费上门理发服务。社区希望通过“壹家理发屋”的设立，不再
让特殊群体为这件小事纠结，不再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因这件小事
发愁，让群众真切地享受到社区带给大家的便利和实惠。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大海
阳社区始终将群众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五
访民情”机制，拓宽民情民意收集渠道，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让网格化工作有温度、有热度。在未来的工作
中，社区将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居民的所需所想，
为居民提供更多精准、精细的服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通讯员 孙瑛霞 摄影
报道）“中国的歌儿美美美，唱了一辈又一辈，插上翅膀她能飞，
掺在酒里让你醉……”一阵阵欢快的乐曲从芝罘区幸福街道福
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舞蹈班排练厅里传出，记者推开了门，只
见40多位舞者身着舞蹈服，手拿舞扇，在老师的指导下翩翩起
舞，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这是福泰社区老年大学课堂上的一个场景，舞者们全部
是社区里50岁以上的居民。都说岁月不饶人，但在她们的身
上，却不由得让人感慨最美不过夕阳红，她们健康、活跃，在
为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也愉悦了自己的身心。“真的没有想
到，在社区里也能接受到这么专业的老师指导，我们也能跳
出这么美的舞蹈。”社区居民陈胜杰是福泰逐梦舞蹈班的班
长，她一脸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今年的舞蹈班是老年大学最
热门的专业！”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
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开始更多地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正是了解到社区老年人群的需求，福泰老年大学应运而生。大
学里开设了舞蹈、葫芦丝、朗诵等十余门课程，给社区老年人提
供一个沟通交流及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希望老年人能从中学
到知识，交到朋友，丰富老年生活。

56岁的罗女士，之前从不参加任何活动，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在广场上被一群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优雅魅力的舞者所
吸引，于是来到老年大学学习。“原来我跳舞连迈步都不会，
经常顺拐，但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进步飞快。现在别人都
说我年轻了，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罗女士说。

即使舞蹈报名结束了，但社区里很多退休的居民仍想报
名，社区工作人员不得不一遍遍劝导居民们已经报名结束，
等待下次机会。看来，下一期的逐梦舞蹈班又将是爆满的
状态了。

通过开办老年大学，福泰社区带动了更多的文艺爱好者参
与社区互动，用共享理念引领着社区居民用健康的文化活动丰
富精神文化生活、融洽邻里关系。

随着社区老年大学各种课程的增加，社区的老年文化生
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活跃，老人们的眼界开阔了，自然而然地
产生了紧跟时代、追求新生活的想法，他们的心态也变得年
轻而富有活力。通过在老年大学的历练，大家的精神愉快
了，身体也健康了，老人们都说：“上了老年大学，让我们找回
了青春的感觉。”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李俊玲 通讯员 王晶）秋
冬季是流感等呼吸系统疾病
高发期，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期。为切实提升群众健康意
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福山
区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深入
融合，组织各级医疗卫生单位
开展了“百姓健康我呵护”志
愿服务活动。

福山区“百姓健康我呵

护”志愿服务项目由福山区
卫生健康局于 2019 年 4 月
发起实施，全区各医疗卫生
单位的精干医护人员组成
志愿者队伍，通过医疗专家
下基层、搞义诊，送医、送
药、送政策、送健康，切实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为人
民群众健康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健康服务，稳步提升卫
生健康行业服务质量和群
众就医体验。

你30元，我50元；你100元，我200元
……短短三天时间，栖霞市星光公益微信群
发起的募捐，就筹集到10116元善款，为一
位患急性白血病的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让公益融入生活，让善行成为习惯，我
愿以一颗滚烫的红心，让公益的星光闪烁果
都！”多年来，作为栖霞市星光公益服务队队
长的吴永财，一直热衷于参与公益事业。

吴永财凭借敢于创新和乐于奉献的人
格魅力，感召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星光公益
志愿服务队伍中，传递爱心、倾注爱心、奉献
爱心，为构建和谐家园、甜美栖霞贡献力量。
今年3月，在栖霞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吴永财
成立了该市第一个依托城市社区成立的社
会组织党支部——星光公益服务中心党支
部，8月，他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

2015年9月星光公益服务队成立，吴
永财任队长，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团队活跃
义工700多人。团队以“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理念，致力于帮扶老、弱、病、残、困等
人员，分设星光助学、星光助老、星光助困，
星光互助四个公益服务队，截至目前，共组
织各类活动1000多次。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吴永财作为供电公
司“双报到”联系人，积极与安泰社区沟通，安

排值守点，并协助公司对七个党支部进行分
配，每天24小时专人看守执勤。他每天对进
出小区的社区居民进行劝导，要求大家佩戴
好口罩和使用一次性手套，减少外出和聚集
活动，勤洗手、讲卫生，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吴永财积极地面向社会传播公益理念，
扩大公益活动影响力，带动更多人认识了解
公益活动并参与其中。团队成立之初，他发

起成立“益元捐”公益基金，让人们知道做公
益不需要多有钱，有爱就好。善心无大小，
不起眼的一元钱积攒在一起也可以做很多
善事，唤起更多人参与公益的热情。他开展

“公益你我他，我们一起学雷锋”主题志愿者
服务活动，带领义工们走向街头，为外来人
员、老人小孩指路；开展“垃圾不落地，栖霞
更美丽”“整洁果都在行动”等活动。

今年，他带领团队参与团市委“希望小
屋”儿童关爱行动，全程督导已经建成的34
间“希望小屋”。

五年前的初春，杨础镇杨家圈村林洪波
家的五间瓦房被一场大火烧得面目全非，本
就贫困的一家人可谓雪上加霜，吴永财得知
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去调查了解，经过十多天
的努力，为其筹措善款17700元、若干米面
粮油以及修建房屋所需的物资，在短时间内
帮助他脱离困境。

无障碍改造庭院项目，是星光公益团队
成立的对贫困家庭且有学生上学、残疾家庭
有学生上学等情况援建“爱心屋”。去年8
月，他带领团队参与无障碍改造庭院项目，
给苏家店赵庵村残疾的冯大姐一个温暖的
家。冯大姐身患残疾无劳动能力，儿子上
学，家徒四壁。他发动团队力量，为这个家
庭打造水泥院子、家里贴壁纸、吊顶棚等，从
根本上改善残疾人家庭生活条件，让他们过
上“行得通、出得去、住得舒畅”的美好生活。

吴永财说，爱是一道光，要争做护送星
光的使者，要牢记党员使命，传递拳拳爱
心。之所以坚持前行，他是想通过个人的努
力和影响，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来，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曲婷 胡宝利 张峻 摄影报道

夜游港城更具文化“味”
我市文化产业项目入选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名单

抽查车况，引导安全骑行
莱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规范共享电单车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娟
贾松丽）11月22日下午，芝

罘区南通路小学三年级四班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
班队会，该班秦诗雨同学的妈
妈、芝罘区检察院的李文娟检
察官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制课——“珍爱友谊，杜
绝欺凌”。

通过这次主题班队会，
同学们了解到了什么是校园

欺凌，分清了校园欺凌中的
几类角色，同时也学会了在
面对校园欺凌行为时如何去
保护自己及他人。大家表
示，从这堂法制课中受益匪
浅，以后会远离校园暴力及欺
凌，不当恶意的施暴者，不当
冷酷的旁观者，更不当沉默的
受害者！杜绝欺凌，共创和谐
友爱的校园环境，在阳光下开
启灿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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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苗春雷 通讯员 顾安惠）
今年以来，开发区八角第二小学
致力打造“6+2”民族团结教学
新模式，以民族团结助力教育教
学，形成了“民族团结一条心，
和谐之花满校园”的良好氛围。

“6+2”民族团结教学内
涵丰富。“6个结合”是指民族
团结结合宣传教育活动，结合
课堂教学活动，让民族团结进
步的思想在学生的头脑里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结合德

育教育活动，把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转化为“爱国、爱党、爱人民”
的具体德育行动；结合校园文
化活动，把民族团结元素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中；结合家庭教
育活动，大手小手一起牵；结
合安全教育活动，培育明德知
礼、自主善学、阳光自信的学
生。同时，用好一面“民族团
结文化墙”，设立一个“民族文
化展示台”，凝心聚力打造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新名片。

开发区八角第二小学：

和谐之花满校园

芝罘区南通路小学：

杜绝欺凌，共创美好校园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秦菲 摄影报道）为做好我
市军休干部及伤病残退役军
人的医疗保健工作，进一步推
动我市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
作向纵深发展，昨天下午，烟
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解放
军970医院开展双拥共建合
作签约仪式。

现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解放军970医院就如何开
展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双拥共
建工作进行了探讨，初步达成
协议。970医院主动提出为
军休干部及伤病残退役军人
开通绿色通道，成立全科医学
科，具体负责军休干部及伤病
残退役军人的门诊、病房、巡
诊、院前宣教、保健常识科普、

网络健康指导及建立健康档
案等工作。

现场签订协议书后，双方
来到解放军970医院17楼老
干部病房前进行揭牌，解放军
970医院正式成为烟台市军
队离退休干部、伤病残退役军
人医疗协作医院。

据了解，目前供军休干部
及伤病残退役军人优先使用
的床位不少于30张。“我们准
备每年为军休干部、伤病残退
役军人提供8到10次巡诊服
务。同时，建立医务人员帮带
制度，接收我市各军休所医务
人员到970医院院内进修，为
全市军休干部提供更优质的
医疗保健服务。”解放军970
医院负责人表示。

我市再添一家军休干部、伤病残退役军人医养医院

提供更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栖霞市星光公益服务队队长吴永财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红心”引航“星光”闪烁

百姓健康我呵护
福山区卫健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