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李玉涛）在莱州
市金仓街道南杨村，手绘文化墙、
群众笑脸墙、“二十四孝贤故事”
布满村街村巷，用“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传承“孝诚仁爱”四德工
程，彰显新时代新农民获得感、幸
福感，营造模范在身边的良好氛
围。记者了解到，这是莱州市金
仓街道以“三生三美”为引领建设
美丽乡村的一处缩影。

南杨村在村庄文化挖掘上，
重点展现“丰收文化”“和谐文
化”。近年来，街村两级累计投
入 600多万元，对村内道路进行
了全面打造，村内道路均已全部
完成硬化。同时，高质量完成了
道路净化、美化、绿化、亮化等工
程；投资82万元修筑了村排水大

渠——连心渠，彻底解决了村庄
排水难的问题；投资30万元增设
一处稚园，一处寿园，修建了老
年幸福院、村民健身娱乐广场，
倾心打造适合老、中、幼各年龄
段的休闲娱乐场所。

据介绍，金仓街道以“三生
三美”为引领，坚持“一村一图、
一村一品”原则，在统筹辖区内
生态资源和优势产业的基础上，
将示范片按南、北两个片区进行
设计，南片体现农耕文化，北片
展现海洋文化，明确各村定位、
基础设施布局、近期重点建设项
目，细化各村美丽乡村建设三年
工程，让各村庄因地制宜、干有
方向，形成各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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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曲彩云 摄影报道）虽然只有
9岁，参演的街舞节目就已经拿
到了烟台市少儿春晚最佳表演
奖，也曾登上保利大剧院的舞台
演唱歌曲。这个能歌善舞、爱笑
爱跳、阳光向上的小男孩，是烟
台市芝罘区西牟小学二一中队
的赵恩泽。成功固然因为天赋，
更因为他执著的付出和不懈的
努力，现在，让我们走近为了保
护嗓子从4岁开始就戒掉了最爱
的糖果和饮料的阳光少年吧。

恩泽 4岁时开始学习声乐，
每一堂课都风雨无阻，而且每堂
课都上得很认真。小恩泽的努力
为他带来了很多展示自己的机
会，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小学，
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演出已经数
不清啦。2019年是建国70周年，
在《我和祖国共成长，我们都是追
梦人》活动中，恩泽演唱的《我们
都是追梦人》、《国家》都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2019年，恩泽登上了
保利大剧院的舞台，一曲《桃花红
杏花白》赢得潮水般的掌声。

歌舞不分家，恩泽热爱唱歌
也喜欢跳舞，6岁的恩泽又开始
了街舞的学习。两年后也就是
2019年年底，他参演的街舞《嘻
哈的中国》在烟台市少儿春晚获
得最佳表演奖。

世上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

成功，小恩泽付出了普通孩子所
不能想象的辛苦和努力。小孩
子对糖果和饮料都没有免疫力，
但恩泽为了保护好嗓子，4岁开
始就把这些“好吃的”戒掉了。

前段时间恩泽参加齐鲁情校
园歌唱线下比赛，家里的录制水
平和设备有限，恩泽趁“五一”假
期天天在户外录制视频。在阳光
的炙烤下，恩泽的脸上都是汗珠，
恩泽还对空中飘飞的柳絮过敏，
身体更是难以承受，但即便这样，
恩泽仍坚持着录完了视频。

在学习中，小恩泽也从不会因
为怕苦而放弃。在高烧的情况下
仍坚持上学，不肯让妈妈给请假。
老师看他难受的样子，要给家长打
电话，被恩泽拒绝了。恩泽的坚强
和执著，让妈妈心疼又欣慰。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柳昱彤 刘芷南
摄影报道）8月8日，家住开发区、
今年 6岁的凡凡在家里玩耍，出
院已经10天的他恢复良好，这也
让牵挂着他的爱之源公益服务中
心的慈善义工们感到欣慰。

2019 年 11 月开始，凡凡的
病情就牵动着爱之源公益服务
中心慈善义工们的心，他们从发
现凡凡的病情一直到 2020 年 7
月底凡凡顺利出院，大半年来从
未松懈，尽他们所能给予了凡凡
最真挚最用心的帮助。

凡凡出生于 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6 月被检查出先天性尿
道断裂龟头包皮畸形，医生说孩
子 6岁前必须进行手术，手术费
大约需要三四万元，这笔钱对于
凡凡的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之
重。凡凡出生当年 4月份，爷爷
魏玉斌因车祸造成左脚踝粉碎
性骨折，左腿小骨骨折，脚踝骨
缺失，伤残不能劳动。而奶奶孙

艳凤于 2013年 3月查出癌症晚
期，术后造成吞嚼功能受限，语
音受限，伤残。不好的事情一桩
接着一桩，2016年 9月，爷爷下
楼时摔倒，造成左腿胫骨平台粉
碎性骨折，伤残。当年 10月，凡
凡妈妈与爸爸离婚后将孩子留
给了爸爸。凡凡爸爸魏铎因离
婚及家庭遭遇的一系列事情受
到沉重打击，患上抑郁症，有时
离家出走好长时间不回。居委
会知道凡凡一家的情况后给他
们全家办了低保。这个极度困
难的家庭没有能力为凡凡及时
手术。“我们为孩子着急，如果有
钱的话，早就该手术了，延误病
情很可能影响孩子的生育能
力。”凡凡的爷爷很着急，但手术
费没着落，手术只能一直拖着。

2019年11月，爱之源公益服
务中心慈善义工在走访开发区困
难学子的过程中，通过居委会了解
到了凡凡的情况，义工立即和居委
会的领导一起到凡凡家中看望。
随即，爱之源向市慈善总会汇报
了凡凡的病情和情况，商讨后决
定由慈善总会出资救助凡凡。

因为疫情的关系，凡凡的手
术一再延后，一直等到 7月 20日
才住院治疗。凡凡住院当天，爱
之源公益服务中心队长张晓明
亲自开车到开发区把凡凡一家
接到毓璜顶医院，爱之源和市慈
善总会的相关领导也赶到医院
探望凡凡。凡凡住院期间，爱之
源公益服务中心副理事长王全
宁拿出2000元给孩子加营养，义
工们轮流做饭送到医院。

经过 9天的治疗，凡凡顺利
出院了！慈善总会和爱之源相
关人员把凡凡和奶奶送回家。

慈善义工努力大半年
6岁困难男童终于成功手术

本报讯 （YMG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慕宋娥 杨
建军 摄影报道）近日，龙口市

“夕阳红”雷锋驿站挂牌成立，15
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将轮流在
驿站值班并提供志愿服务，打造
24小时在线的爱心驿站。

“夕阳红”雷锋驿站位于龙
口市汽车东站附近，以关爱困难
群体为重点，同时向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社区居民及车站乘
客提供常态化的便民服务，服务
内容包括社区健康义诊、交通问
询、免费充电、提供应急药品、旅
游咨询、科普宣讲等多种贴心服
务。这是龙口市积极探索发挥
离退休干部作用优势，助力城市
社会文明建设的具体体现。

离退休干部具有政治优势、
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积极参加

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愿望强烈，
龙口市离退休干部党群服务中
心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统筹各
方力量建设雷锋驿站，搭建起老
干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平台，使
老干部志愿服务更高效。

日前，由老干部社团、老干
部志愿者积极参与的各类雷锋
驿站已在龙口市遍地开花。退

休干部志愿者常年值守“林苑爱
心屋”雷锋驿站，龙口市杨式太
极拳研究会成立了“习语润心”
雷锋驿站。下一步，“夕阳红”雷
锋驿站还将建立更多的社团服
务点，在居民聚集区、公共服务
设施、窗口单位等重点公共场
所，构建功能完备的“15分钟服
务圈”，让公益之花开遍龙口。

“夕阳红”雷锋驿站爱心服务不打烊
15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将轮流在驿站值班并提供志愿服务

学雷锋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王光禄 摄影报
道）“同学们，园子里的这些葫
芦，将来成熟了是绝好的葫芦雕
刻原材料。这个时节要加强田
间管理，适时‘打头’。”前几天，
蓬莱葫芦观光种植园里，36位小
学生在园丁的引导下，上了一堂
鲜活生动的研学课。

这片占地2000余平方米、位
于南王街道七里庄村南的葫芦
观光种植园，是烟台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葫芦雕刻传承人
宋玉良先生投资建设的。走进
园内，各种大小、形状各异的葫
芦扑面而来。“这里集葫芦观光、
种植于一体，从7月份开始，已陆

续接待市内外中小学生研学团
队 10余批次、三四百人，孩子们
到这里来，在观光游玩的同时，
还能体验藤蔓‘打头’（掐尖）、葫
芦定型等环节，等秋后葫芦成
熟，还可全程参与葫芦蒸煮、雕
刻等体验。我们在附近还建有
400多平方米的葫芦博物馆，内
有 300多件珍贵藏品，包括蓬莱
鲁绣葫芦、剪纸葫芦、面塑葫芦
等多个非遗传承项目的作品。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就是要通过
这样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孩子
们从小热爱传统文化。”宋玉良
先生介绍说。

本报讯 （YMG全媒体记
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昭文 子强）
无证驾驶三轮摩托、车辆没年
检，并且还在后斗里违规载人，
这名司机胆儿大了。目前，市
交警部门对于三轮摩托车违法
驾驶采取严管严查的高压态
势，这名司机是顶风作案。

当日早上 7时 45分，市交警
二大队民警在冰轮路与红旗西路
交叉口执勤，路上一辆三轮摩托
车飞快地迎面驶来，民警远远看
到车后斗还坐着一个人，非常危
险。执勤民警立即示意其靠边停
车，民警看到该车后斗里堆满了杂
物，乘车人员只能坐在车厢后部，
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民警对驾驶员讲解了该驾
驶行为的危险性，在对相关证件
进行检查后发现，驾驶员李某原
有驾驶两轮摩托车的 E证驾驶
资格，2007年因驾驶证扣满分未
学习换证被注销，车辆也存在着
逾期未检验的违法行为。

由于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及车辆未按规定检验、
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驾乘
人员未佩戴头盔四项违法行为，
民警依法将车辆暂扣，对驾驶员
处以 500元罚款，其还将面临着
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无证驾驶三轮摩托司机被拘15天

赵恩泽：4岁就戒掉了最爱的糖果和饮料

蓬莱葫芦观光种植园引来研学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