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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社区举办
免费健康查体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王爽）近日，新世界社区邀请烟台医
大胃肠医院医护人员，在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健康28”活动，为广大社区居民提
供免费健康体检、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

查体过程中，医护人员对居民进行
血压、血糖、血脂、心跳、肠胃功能等常规
检查，针对每个居民的不同情况，叮嘱他
们各种日常注意事项。通过此次活动，
社区居民们能充分认识自身健康状况，
做到健康早知道、早治疗、早预防，降低
疾病率，提高自身健康重视程度，树立健
康的生活理念。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辖区群
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是
基层文化活动的基本职能和工作
特点。世回尧街道充分利用已建
成的基层文化服务设施，在加强
业务培训、提升基层文化队伍整
体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的同时，
坚持多级联动，创新服务内容，丰
富载体形式，通过整合社区资源、
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文化志愿团
队和文化志愿者引领带动作用，
积极举办以社区为主体，群众为

主角，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晚
会和特色民俗活动，满足群众文
化多样需求，变“送”文化为“种”
文化，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让
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累
计开展“送文化进社区”演出 60
场次，场场爆满，惠及群众30000
人次。世秀太极苑的太极演武大
会、舞龙舞狮民俗表演，上尧社区
的吕剧，南尧的文化艺术节，联华
的书法联谊活动，已经形成社区
的文化品牌。

世回尧街道注重培育公益文
化，凝聚社区公益能量，让人人都
参与到社区公益中来，让居民由

“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
把“家门口的公益”需求集结到一
起，不仅提升社区活力，还让更多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细
化、个性化服务。积极与区科协、
卫生、司法等部门联合，先后举办
科普启明、健康卫生等，开展便民
服务、公益课程、观影等多项公共
文化活动40次，为辖区居民种下

文化的种子，送上贴心的服务。
世学路社区联合鲁东大学志愿
者，通过重温红色电影等形式，对
居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东社
区联合区科协开展科普启明篆刻
文化体验活动，让社区青少年感
受篆刻艺术的博大精深。世联社
区开展“践行微公益、争当好少
年”活动，组织中学生志愿者，走
进社区、敬老院、困难家庭，通过
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特殊群体提
供公益文化服务。

奏响公共文化服务“三部曲”
世回尧街道深推做实文化惠民工程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员 王元强 摄影报道）世回尧街道结合街情民意，深推做实文化惠民工程，着力奏响公共文化服务“三部曲”，让
辖区12.7万群众更好享受文化惠民发展成果，持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世回尧街道积极挖掘辖区资
源，不断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为居民群众构建更多更好的文
化活动阵地。现有的1个街道综合
文化站、10个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1个城市书屋、11个图书阅览室
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56个音乐
舞蹈、书法绘画等文化培训机构遍
布大街小巷、居民小区。有线电
视、无线宽带设施实现全覆盖，便
民亲民的大众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基本形成。室外活动场所69
处，面积达5万平方米，安装有各类
健身器材578件。2020年，街道充
分借助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大力
开辟新的活动场地，新增社区游园
和健身活动场所12处。市政园林
处在上曲家建设1处面积3.05平方
公里的绿岛休闲体育公园，里面建
有1处五人制的笼式足球场，为辖
区居民群众休闲文化和娱乐健身
提供去处，创造良好条件。

依托文化阵地开展精彩的文
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围绕元旦、春节、正月十五、清明、
端午等传统节日，指导各社区开展
各类主题鲜明的文化活动。春节
的送福进社区，“三八”节的趣味运
动会，端午节的包粽子，“八一”建
军节的军民篮球友谊赛，重阳节区
科协的“科普启明，健康敬老”活
动，连续多年举办，形成固定的节
日活动载体。街道每年都要举办

庆“七一”文艺晚会、社区文化节、
“汇尧好声音”歌手大奖赛等活动，
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品牌，受
到辖区群众一致好评。加强老年
太极拳队伍建设，持续扩大老年太
极拳人员规模，辖区太极拳队伍已
达11支、468人。先后4次承办全
国老年太极拳推广展示大联动世
回尧分会场活动，多次迎接省老年
体协领导的视察及各地市老年体
协现场观摩。

世回尧街道通过资源整合，先
后组建锣鼓队、舞蹈队、戏曲队、空
竹队、书画队等各类文艺团队35
支。文艺团队以社区成员为主体，
拓展社区服务，活跃社区文化，对
建设和谐社区起到积极作用。一
方面，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文艺团队
的活动，不仅提高社区居民的组织
化程度，也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更
有助于提高整个社区民主化程
度。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多种形式
的文体活动，陶冶居民情操，提高
居民公益意识、集体意识，融洽人
际关系，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街道在健全社区文化队伍、加
大扶持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团
队管理，做到各团队年度有计划、
活动有记录、管理有制度。每年都
要组织文艺骨干参加市区和街道
举办的各类文化培训班，先后培训
骨干和辅导员500人次。经常性地
组织文艺团队开展社区巡演和交
流活动，平均每年开展的各类文化
活动在60场次以上。在全面提升
文艺骨干素质的同时，鼓励各文艺
团队利用自身优势创作排练节目，
茉莉花艺术团创作排练的舞蹈《舒
心的日子扭着过》《心声》《又见北
风吹》，多次在市区举办的广场舞
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炫美艺术团创

作排练了古典舞《化蝶》、藏族舞
《再唱山歌给党听》也多次获奖。

通过活跃民间团队、扶持特色团
队、培育品牌团队，使各个文艺团

队都得到可喜的长足发展，团队活
动也受到居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构建文化阵地，奏响“阵地服务曲”

惠及群众，奏响“公益服务曲”

健全文化队伍，奏响“团队服务曲”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徐文雁）近日，通伸街道召开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专题
会议，引导辖区基层党员干部坚决履行
从严治党和党建工作责任。

会上，通伸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海青
传达了在全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精神，要
求各班子成员和科级干部全面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严格落
实“一岗双责”责任，高度重视全面从严
治党和基层党建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定不移
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基层党建工作。
针对反馈问题，各科级干部和社区书记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传达到位，采取有
效措施，提出解决办法，尽快落实解决。

通伸街道
严抓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璐璐）为进一步做好社区网格精细化
管理，加强楼长在社区工作中的基石作
用，近日，福学街社区组织辖区楼长召开
年终工作总结会议。

会议肯定并感谢楼长在过去一年对
社区工作的支持和付出，进一步明确楼
长的职责和管理制度，与会楼长对今年
即将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探讨和交流，
并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强调，楼
长一定要做好辖区居民群众与党和政府
的“传声筒”，架起社区与居民的“连心
桥”，共同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添砖加瓦。
会议最后对近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
求楼长做好自己负责楼栋的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度过一个平安幸
福的春节。

福学街社区召开
楼长年终工作总结会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张丽娜）近日，芝罘岛街道
西海岸社区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
担使命，鼓足干劲谋新篇”主题党
日活动暨迎新春国企党员见面会
活动。芝罘岛街道办事处分包领
导孙克伟、街道办事处纪工委书记
刘宪营、烟台诗词学会会长汪冬
霖、鲁东大学法学院讲师雷振斌以
及西海岸社区自管党员干部共计
5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开始，西海岸社区党支部
书记张丽娜首先向与会领导及党员
介绍了西海岸社区2020年度的基
本工作情况。2020年7月，西海岸
社区与三里桥社区正式分开，在人
员少、时间紧、任务重、保证日常业

务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疫情防控、创
办文明城市、群众满意度、人口普查
等几项重大任务。新年伊始，社区
党组织积极统筹对接资源，西海岸
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惠民食堂以
及新社区党群中心陆续开业和筹备
中，从“健康管家”“生活管家”和“文
化管家”方面入手，为辖区居民提供
更细致周到的社区服务。

2020年底，西海岸社区共接收
转入国企央企退休党员57名，还在
持续推送中，原有支部党员44名，
截至目前共计101名党员。这次组
织国企党员见面会活动，旨在鼓励
和引导国企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发挥红色管家作用，和社
区一起解决居民的揪心事和烦心

事。分包领导和纪工委书记分别
从社区全局工作和党员纪律要求
等方面，给大家提出新的要求和指
引。雷振斌进行《民法典》宣讲，参
会党员纷纷表示形式新颖、贴近生
活、受益匪浅。

此次主题活动围绕2021年开
局工作，开展“树标杆、定目标、亮
承诺”活动，对2020年度积分量化
优秀党员冯金荣、刘承禄等8名同
志进行表彰，鼓励所有党员积极作
为、勇于担当，全体党员集体学习
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讲话精神，不
忘初心担使命、鼓足干劲谋新篇的
热情高涨。

新的一年，西海岸社区党组织
将紧紧围绕“候鸟之家”党建品牌，

将“平台+管家”的服务模式落到实
处，推行“红色管家”“民需管家”

“文化管家”“爱心管家”“生活管
家”五大管家式服务，精准匹配居
民需求，为“候鸟”型居民提供便捷
周到的服务，实现从引导式管理到
共治共创式管理模式的转变，营造

“家人治家”的小区善治氛围，提升
居民归属感和满意度。

西海岸的社区建设，既要将居
民的“针头线脑”考虑得细致周详，
更要依托芝罘岛得天独厚的自然、
人文资源，不断提升文化品位，发
挥好孙忠良书法工作室、烟台诗词
学会、西海岸晚晴艺术团等社会组
织作用，满足居民的精神追求，开
辟城市中的“桃花源”。

不忘初心担使命 鼓足干劲谋新篇
西海岸社区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暨迎新春国企党员见面会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宋艺轩）近日，塔山社区举办“挥毫泼
墨 尽显风采”书画交流活动。

活动现场，各位书画爱好者齐聚一
堂，挥毫泼墨，各展所能，笔笔到位，字字
传情，一幅幅技艺精湛、韵致生动的作品
从书画爱好者笔下流畅而出，满载着书
画艺术的灵性，呈现在大家眼前。现场
还进行书画创作评比。据了解，本次活
动共吸引20余名书画爱好者参与，创作
不同类型作品30余幅。

通过举办此次书画交流活动，营造
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加强社区居民之
间的沟通交流，极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
的文化生活，为社区增添文化气息。

塔山社区举办
书画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