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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衣文萍 通讯员 李丛 莱
公宣 杨金秀）爱老敬老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据了解，
我区60岁以上老年人4.96万
人，现有养老机构10处，其中
医养结合机构4处，医养结合
床位 2473 张，现入住老年人
1187位……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老龄办印发《关于表彰
2020年全国“敬老文明号”和
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
物”的决定》，我区秀林老年福
利服务中心被授予全国“敬老
文明号”荣誉称号，莱山公安
分局盛泉派出所社区民警辛
伟获得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
范人物”称号。

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传承助老敬老风尚
弘扬尊老爱老美德

莱山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
心位于飞龙路5号，是一家集
医养结合、临终关怀、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公园型四合院式新型
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中心设有
床位800张，目前所有的床位
已经全部投入使用。

“我们中心2015年9月正
式开业，入住的老人80%为半
失能、失能、失智老人，我们按
照老龄办的要求并紧密结合
我中心实际情况，针对人口老

龄化发展形势，扎实开展了
‘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努力
提升为老服务，强化尊老敬
老意识，营造了老年人良好
的生活居住环境，推动了老
龄工作的健康发展。”秀林老
年福利服务中心负责人郭修
林介绍说。

作为秀林集团的创始人，
郭修林对养老事业投入了很
多精力和心血。“我是一名退
伍军人，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
心是我第三次创业打造而成
的，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
变老，养老事业是我内心所
往。”2017 年以来，秀林养老
中心在完善原有服务内容的
基础上，内抓管理外树形象，
在为老服务工作上不断探
索。“我们提供专业的医疗康
复服务，走在医养结合的前
沿，真正实现了医养结合；我
们发展机构、社区、居家全方
位养老形式；我们有专业照护
团队、专业餐饮团队、专业的
配套设施设备，达到最大程度
的适老化。”郭修林说。

此次获得全国“敬老文明
号”荣誉称号，对秀林老年福利
服务中心是莫大的支持和鼓
励。秀林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
为补充，康复医疗为支撑的“四
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打造智
慧型、全方位、一体化、连锁化、
品牌化养老服务。

民警辛伟——
踏踏实实敬老爱老
是老人名副其实的“欣慰”

1992年参加工作的辛伟，
目前是莱山分局盛泉派出所
社区民警。他热爱工作，并将
公安工作与敬老护老爱老相
结合，及时接受涉老报警和求
助，认真化解涉老矛盾纠纷，
重拳打击涉老犯罪案件，积极
有效地维护了老年人合法权
益，是辖区老人心中真正的

“欣慰”。
辛伟是位老民警了，在负

责的片区里，不认识他的人不
多。获得全国“敬老爱老助老
模范人物”称号的辛伟受宠若
惊，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辛伟是
当之无愧的，因为在敬老爱老
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用去了
自己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有
太多爱老敬老的故事。莱山区
社会福利中心目前居住的五保
老人110余名，社会代养老人
280余名。辛伟作为分管福利
中心的社区民警，2017年以来
主动在此设立了警务室和老年
人公益维权服务站，下设老年
维权监督队、涉老纠纷调解队、
法律咨询服务队、法律援助服
务队四支队伍，帮助老人解决
实际困难。“2020年以来，调解
矛盾9起，帮助老年人解决困
难5件次，开展反电诈、消防安
全宣传11场次，解答法律咨询

7人次，有效维护了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辛伟说起这些，满
脸的自豪。

辛伟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2016年获得了助理社会工作
师资格证以来，他业余时间在
烟台心悦社会服务交流中心从
事社会服务工作，并与福利中
心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定
期到福利中心开展养老助老活
动，了解中心老人的需求后，积
极配合烟台心悦社会服务交流
中心开展“老年人音乐治疗”活
动。还与烟台市“失独家庭”俱
乐部沟通联系，定期参加他们
的集体活动，组织指导他们成
立了老年合唱团，他与身为音
乐副教授的妻子一起为失独老
人进行合唱排练，参加社区文
化演出，活跃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虽然我们没有孩子
了，但辛警官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带给我们的精神快乐是花
钱也买不到的。”说起辛伟，失
独老人王阿姨一个劲地夸
赞。几年来，辛伟共参加音乐
活动16次，服务老年人320余
人次，2017年被市老龄委等6
部门评为全市老年人公益维
权服务先进工作者，2018 年
被烟台市善德社会组织创业
服务中心评为“优秀社会组织
志愿者”。2020年3月17日第
14个国际社工日，被烟台市社
会工作和社区发展促进会评为

“十佳社会工作者”。

半亩方塘书屋举办
“当诗词遇到汉服”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孟博）为将弘扬民族精神教育
与现代公民素质培养有机整合，让学
生与经典为友，与圣贤相伴，“博观而
约取，厚积而薄发”，传承国学经典文
化，从经典中汲取民族精神的源头活
水，培养心灵、启迪心智，近日，区图书
馆金地格林世界城市书房——半亩方
塘书屋举办“当诗词遇到汉服”活动。

活动首先由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
士马兴波老师为小朋友及家长们讲解
并示范古代的礼仪和礼节，参加活动
的十余组家长和小朋友们跟着马老师
有模有样地进行了学习。接下来是紧
张激烈的诗词大赛环节，诗词大赛分
为家庭朗诵、古诗接龙及抢答等几个
妙趣横生的小环节，活动现场高潮迭
起，氛围紧张但不失活跃。活动最后
评选出了“书香家庭”、“学习家庭”、

“智慧家庭”等几个奖项。“非常感谢半
亩方塘书屋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通过这次活
动，感觉平时的诗词积累方面还是有
待于加强，尤其是平时读书的时候，读
得比较肤浅，今后要更深入地去读好
诗，更多地去积累诗。”参加活动的李
先生说。

金地格林世界城市书房负责人表
示，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
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经典
诗文，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瑰宝。
汉服与诗词的碰撞能让孩子们更加了
解诗词，喜欢诗词，更好地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让中华诗词扎根在孩
子们心中。

莱山公安多措并举撑起
校园“平安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
萍 通讯员 莱公宣）为进一步净化辖
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环境，近日，莱
山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学校周
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确保师生生命
财产安全，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

在上放学时段，莱山公安分局严
格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三见
护学机制，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和管
事率。科学合理安排巡逻查控勤务，
充分发挥学校保卫干部、教职工、学生
家长、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进一步
强化校园周边管控措施，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

对于涉校案件，莱山公安分局始
终坚持优先立案、快侦快破的原则，始
终保持对涉校犯罪活动的高压姿态，
严厉打击抢夺学生财物、敲诈勒索学
生等违法行为，及时收集家长、教师反
映的情报信息，提前预警、提前预防、
提前处置，防止造成现实危害。

为切实提升校园内部安全保卫，
莱山公安分局按照校园内部保卫力量
到位、安全设施到位、稳控措施到位、
防范机制到位、应急处置预案到位、处
置警力到位的要求，督促指导学校建
立健全保卫机制，配强保卫力量，完善
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防违法分子混
入校园制造事端，切实提高学校的安
全防范水平。

加强阵地建设、创新开展活动、丰富实践主体

滨海路街道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新路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 通讯员 宫升平 摄影
报道）近日，在位于滨海路街道
上海滩花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活动室内，朝鲜族和汉族的
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街
道阿里郎新时代文明实践艺术
团成立。大家载歌载舞，共同
奏响各民族团结和谐、相亲相
爱、互敬互助的华美乐章。

成立大会上，该艺术团作
为滨海路街道推动文化工作的
骨干力量，正式加入我区统一
战线民族文化同心联盟，为滨
海路街道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新模式，提供了智力支持
和组织保障。

阿里郎新时代文明实践
艺术团的成立，是滨海路街道
贯彻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
的又一举措。2020 年以来，
滨海路街道从阵地建设、活动
形式、实践主体三个方面入
手，全力推进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探索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新形式，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在阵地建设方面，滨海路
街道投入专项资金对街道原有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进行
改造提升，通过对软件和硬件
设施改扩建，盘活现有场所资
源，建设坚实的文化服务阵

地。如今，街道共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15处，全力打
造理论宣讲、宣传教育、科技科
普、志愿服务平台，助力全街道
精神文明建设。

在活动开展方面，滨海路
街道创新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形
式，丰富发展实践活动内涵，顺
应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开办
了“红心社区大学”。在街道、
南山世纪华府社区、学府社区、
福地隆城社区，开设了包括朗
诵、茶艺、书法、声乐、剪纸、形
体等6项内容共25个班次的

课程，学员人数超过600人。
学员除了正常的学习外，还主
动参与到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
中，在满足自我精神生活的同
时，带动其他社区居民参与到
社区建设工作中来。

在队伍建设方面，滨海路
街道在各社区、村居成立了志
愿服务队伍20余支，内容涉及
扶危济困、矛盾调解、卫生整
治、文明交通等。为了让全街
道群众享受新时代文明实践

“红利”，2020年以来组织各志
愿队伍开展了包括文艺下乡、

理论宣讲、文明交通、垃圾分类
等在内的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更
加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加深入人心，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滨海路街道将持续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新
时代的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坎
里，引导广大居民树立崇德向
上、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和文明素养，使文明实践在滨
海路街道迸发出强大生命力。

我区养老工作获国家级荣誉
养老中心与民警分获全国“敬老文明号”与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