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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宋冰 摄影报
道）重阳节又被叫做老人节。今
年的重阳节，我区鑫龙旺源市民
社区食堂在民政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连续3天为周边老年人准备
了“长寿面”，祝愿所有的老人都
健康、平安。

10月 24日，老人们来到了
位于鑫龙旺源社区的市民社区
食堂门口，在这里的食堂工作人
员早已等候多时：“欢迎欢迎，大
伯节日快乐！天冷了，快进来吃
碗面吧。”走进市民社区食堂，浓
郁的香味扑鼻而来，此时热腾腾
的“长寿面”已经摆上了桌。“这
个面条的口感真好，软烂易嚼，
特别适合老年人，现在天冷了，
来吃碗热腾腾的面，挺好挺好。”
李大伯边吃面边对这场公益活
动赞不绝口。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10 月
24日至 26日，鑫龙旺源市民社
区食堂连续三天为老人提供免
费的面条，每天大约提供150余
碗，让我区老人过一个温暖、有
爱的重阳节。

据悉，2019年，全市“市民社
区食堂”试点建设工作启动以
来，我区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区

民政局立即着手摸底落实有关
工作。按照市场化运作、便利化
服务、民办公助的原则，以敬老
爱老、便民利民、共建共享为宗
旨，为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就
近提供质优、价廉、卫生、便利的
餐饮服务，切实解决社区老年人

“吃饭难”问题。截至目前，全区
共建有市民社区食堂8处，其中，
黄海路街道4处、初家街道1处、
莱山经济开发区2处、滨海路街
道 1 处，日均服务周边群众约
2800余人次，其中70周岁以上
老年人达1000余人次。从日前
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区所有市民
社区食堂的群众满意度很高，因
其价格优惠、方便卫生、服务舒
心等深受老年人和家属的欢迎，
更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了交流活
动场所。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区民政局将紧紧围绕持之
以恒办实事惠民生的宗旨，进一
步加强市民社区食堂的建设，规
范市场化运营，着力打造一个有
温度的民生品牌，让我区更多老
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幸福，
为创建和谐社会增添一份美丽
的色彩。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 通讯员 纪海燕）近年
来，莱山经济开发区紧紧围绕
建设文明新乡村的工作思路，
通过引领示范、聚集众力、多方
共进，让辖区各村居呈现出环
境不断优化、社会更加和谐、文
明礼仪成风的可喜态势。

董家庄村在整体拆迁后，
目前改造已初具规模，村两委
搬进新建的办公楼上班，第一
批村民已住进新的楼房，实现
了家家住楼房、户户通暖通气、
小区道路水泥沥青硬化、路灯
彻夜通明、空地树木花草全部
绿化、监控 24 小时无死角、老
年活动室等场所宽敞明亮的现
实。为了让村民真正得到实
惠，楼区楼道还安排了专人打
扫，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自来
水每人每月免 3 方水费；每户
购买“平安家园”保险一份等福
利措施，使董家庄村成为生态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优美、生态
人居舒适、生态文化繁荣、自然
和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文明村
庄。

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祁家屯两委在村委大院及村北
面楼区安装健身器材、乒乓球
台，建设标准化篮球场，同时在
村委大院成立老年人活动中
心、文艺舞蹈表演室、图书室
等，并安排两名专职人员进行
管理，让村民有一个舒适的休
闲娱乐场所；村会议室安装远
程教育网络并有专人管理，每
月 3 次播放远程教育片，组织

党员、村民及未成年人观看学
习，同时开展普法教育、好婆婆
好媳妇评选及村内四德先进个
人评选等活动。

盛水庄村高度重视人文环
境的改造，按照国家村民组织
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逐步摸索、
建立起符合该村发展情况的民
主决策、民主议事机制，制定
《盛水庄村计划生育村规民
约》，成立调解委员会、红白理
事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
室，每当遇到村中大事就召开
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重
大事项召开村民户代表会议表
决，通过后在村公开栏内进行
公示，同时村居两委及财务定
期在村居宣传栏公告村居近期
事务及财务花销明细，使村居
管理更加透明化。

石家疃村把建设和谐社
会、创建文明村摆在村两委工
作的重要位置，打造为民安居
乐业的良好环境，设立老年幸
福院，建起图书室、舞蹈室和娱
乐棋牌室，充分丰富和活跃了
广大村民及老年人的文化娱乐
生活；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
子为村民分担农活并交流农业
知识及讲解创业知识；为每户
村民投保提升一级的医保与财
产安全保险，使村民在福利待
遇上真正得到实惠，并以村委
大院为中心，整体推进村庄绿
化，建立符合村庄特点的生态
化宜居环境，为村民提供良好
的生活环境。

贾家疃村委为丰富村民精

神文化生活，每年举办一场大
型文艺活动，并积极开展运动
会、社会捐赠等活动。同时建
有社区文化大院、文化书屋、室
内健身室、室外健身广场等。
村委会的宣传栏定期刊登团结
友爱、敬老爱幼、互帮互助、文
明礼貌、家庭和睦的典范事
迹。建立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在青年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
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关系，为困
难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
帮助。坚持党务、村务、财务三
公开，随时让村民参与、知晓。

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北
陈家疃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
面发展。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收入，该村建立北陈农贸市场，
实现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整个市场包括5000平方米
的钢结构一个，建立市场门市
房 67个。市场自早晨 5:30 开
始营业直至晚上 21：30，为周
边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解
决了周边居民买菜难、卖菜难
的问题。

黄家疃村常抓公民道德建
设，树立文明村风。制定了符
合村情、民情的《村规民约》和
《评选文明农户、“五好家庭”标
准》，并发放到了各家各户，要
求各户认真学习，遵照执行，以
此来不断规范村民们的言行举
止，引导广大村民争做“四有”
村民。同时村积极探索文明建
设的有效载体，精心举办开展
了“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

“好婆婆”“好媳妇”等一些村民

喜闻乐见、各具特色的活动，使
村民在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中
享受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从而大大调动了广大村民参与
文明村建设的积极性。

刘家庄村着力抓好宣传、
阵地、活动“三个平台”建设，拓
展“四德”工程运行形势新载
体，选评各类典型、打造孝美品
牌。村里建立善行义举四德
榜，公示于村展览大厅内，供全
村人观览，营造良好的宣传氛
围。利用宣传栏 、公益节目汇
演，以及提升文明素质、建设美
丽莱山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四
德”教育阵地体系。

南陈家疃村打造建设集休
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村民文
化广场，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
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在喜庆节日里还会举行专
场文艺演出活动，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使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定期联系社区医院为村民
免费体检问诊，保障村民的身
心健康。

莱山经济开发区各村居，
通过文明村建设工作，进一步
推动了村居各项事业的健康发
展，有力促进了乡风文明建
设。在今后的工作中，莱山经
济开发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
施，加强领导、加大投入，使文
明村建设工作抓出新成效，再
上新台阶。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石彦丽）为进一
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培养学生
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提升计
算能力，激发学生学数学、用数
学的热情，日前，烟大附中南校
区初一级部开展了数学学科竞
赛活动。

竞赛内容以有理数计算知
识为重点，以学生计算的“快”、

“准”、“巧”为特点，参赛对象为
初一每个班级选出的 10名代
表，采用教务处出题，参赛选手
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卷面题目的
形式，由各班级数学老师交换批
阅，当场评卷和亮分，按分数高
低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通过本次数学竞赛，提高了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计算能力以及应用数学知识解决
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拓展了学生
的数学知识面，使学生在竞赛中
体会到了学习数学的喜悦，激发
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真正感
受到了数学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
生活的含义。同时，通过竞赛了
解学校在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为今后的数学教学
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薛晓菲）27日
10时16分，烟台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一名工人施工时，
被刨墙机不慎卡住右手，被紧急
送往莱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接受
救治，因无法剥离机器，请求消
防救援人员前往处置。烟台支
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初家消防
救援站2辆消防车、14名指战员
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
医院后，经询问得知受伤工人在
施工过程中不慎将右手卡在刨
墙机里无法动弹，右手大拇指绞
入机器当中，伤情较为严重。

了解情况后，现场指挥员迅
速作出救援方案。首先协调医生
对伤者注射镇痛剂和麻药缓解疼
痛，然后将刨墙机外护板拆开，由
于现场大型工具不能派上用场，
消防员使用螺丝刀、扳手等工具
将刨墙机内部零件进行拆除分
解。经过约15分钟的紧张施救，
消防员成功将刨墙机进行了剥
离，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莱山消防救援大队提醒市
民朋友：每年因为操作不当，被
机器挤伤手的事故并不少见。
为避免类似事故发生，在购买机
器时一定选择安全性能较好的，
使用时也要时刻注意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在遇到此类事故时，
一定要及时将机器断电，切忌尝
试强行取出，由于外力因素加上
情绪紧张，手指会愈发肿胀更加
难以取出，可尝试用洗手液、润
滑油等，减少摩擦阻力，如实在
无法解决，请及时拨打119，联
系消防部门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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