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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金彦） 自“希望
小屋”儿童关爱项目启动以来，我市广
泛发动、募集资金、整合资源，截至目
前已建在建“希望小屋”1435个。

2020 年6 月，团省委发起“希望小
屋”儿童关爱项目，为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中 8—14 岁儿童打造独立的生活学
习空间，让孩子们能够安心学习、茁壮
成长。项目启动后，聊城团市委广泛
动员、扎实推进，“希望小屋”建设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累计募

资超过 1500 万元，已建在建“希望小
屋”1435个；结对志愿者2870名，惠及
儿童1680名。

目前，“希望小屋”受助孩子年龄
已经由之前的 8—14 岁放宽至 6—14
岁，将有更多符合条件的孩子受益。
聊城团市委将在5月20日至24日参加

“腾讯520公益日”活动，为困境儿童募
集“希望小屋”建设资金，每一笔不低
于1元的善款，均有机会获得腾讯公益
平台的配捐。

我市已建在建“希望小屋”1435个

本报讯 （记者 孙克锋） 5 月 12
日，市委老干部局为市农业农村局“乡
村振兴·银耀有我”老干部志愿服务队
授旗，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战场上又多
了一支银发力量。

“乡村振兴·银耀有我”老干部志
愿服务队现有志愿者28人，既有机关
离退休干部，又有农业技术专家，将围
绕农业种植技术、农机安全管理、畜牧
养殖等开展志愿服务。

我市坚持增添正能量总基调，结

合老干部优势，聚焦基层治理、乡村振
兴、红色教育、关心下一代等重点工
作，开展专项行动和主题活动，为老干
部发光发热搭建了舞台。全市有10位
来自不同领域的退休干部到村担任党
支部书记，上千名银发党员到基层报
到，助力基层发展。全市有 2700 余名
离退休干部活跃在创城一线，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700余次，以实际行动为建
设“六个新聊城”贡献桑榆力量。

我市2700余名离退休干部
活跃创城志愿服务一线

■ 朱玉东

初夏时节，徒骇河风景区绿树成
荫，花香扑鼻，不少市民来此享受悠闲
时光。可是滨河大道两侧，随处可见
的小摊点以及喇叭里的叫卖声，与美
丽的河畔风景非常不协调，扰乱了市
民游玩的好心情。

市城区风景区都设立了禁止摆摊
的警示牌，对商贩进行提醒。但是有
些流动商贩与管理人员打游击，你进
我退，你走我来，难以有效管理。笔者
在徒骇河风景区看到，滨河大道旁“禁
止摆摊设点”的蓝色牌子十分醒目，而

商贩对此熟视无睹，直接在牌子下面
扎起了一个五六米长的风筝摊位。一
个卖烤肠的流动摊贩前，竹签、卫生纸
等垃圾散落一地，严重破坏了周边环
境卫生。

像徒骇河风景区、东昌湖国家湿
地公园这样的开放型景区，景区面积
大，管理难度大。笔者认为，要坚持问
题导向，掌握流动商贩的活动规律，对
商贩相对集中的地点进行重点关注，
不定时巡查，在节假日、周末等重点时
间段，增加巡查频次、延长巡查时间。
这样有的放矢，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风景区任性摆摊煞风景

在徒骇河华夏巨龙广场附近，商贩在“禁止摆摊设点”标识牌旁摆摊。■ 夏旭光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陈静

便民服务走进小区，物业服务交
由业主监督，居民反映的问题快速解
决……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创新推进

“红色物业”提升行动，打造了独具特
色的小区党建品牌，给居民带来犹如
春风般的温暖。

“晶管家”打造温情家园

家住中通社区水晶丽城小区的
任军没想到，他提出的问题在恳谈会
通过后，迅速得到解决。“当时我提
出，居民电动车充电不方便。小区很
快就设置了充电桩，恳谈会确实起了
大作用，社区和物业真正把居民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在办。”任军说。

居民诉求高效解决，离不开水晶
丽城小区打造的“晶管家”党建品
牌。小区在“红旗驿站”建设了民情
议事厅，每月由社区党委牵头，召集
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等召开民情
恳谈会。针对电动车充电问题，社区
党委和物业第一时间制定方案，广泛
征求居民意见，最终在小区适当位置
建设多个停车区并设置充电桩，避免
了私拉电线、车辆乱停乱放，有效改
善了小区环境。

“万家灯火”暖民心

近段时间，80多岁的独居老人王
书静家经常有志愿者上门服务，帮其
解决了很多困难。“服务队常来看我，
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孤单。”王书静
说。

王书静老人居住的阿尔卡迪亚
小区是个万人小区。该小区打造了

“万家灯火”党建品牌，关爱空巢老人
就是服务内容之一。小区组建了“万
家灯火”志愿服务队，引导物业公司
技术人员加入志愿服务队，每月开展

“关爱空巢老人”慰问活动，定期为老
人检测家中水电暖管道线路，天气好
的时候为老人晾晒被褥等。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小区的荣
万家物业正从夯实红色阵地、树立红
色典型、延伸便民服务等方面着手，
推动小区环境全面提升，打造一支专
业化、规范化的“红色物业”队伍。

居民物业一家亲

疫情期间帮助买菜买药，优先进
行核酸采样……一品佳苑小区的6户

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家庭，近期得到
了“红袖章”志愿者一对一的帮扶。

“看到‘红袖章’就像看到自己的
家人一样亲。”72岁的独居老人孙明
祥对志愿者称赞不已。中巨社区在
一品佳苑小区打造“一品家一家人”
党建品牌，实现了“居民和物业亲如
一家”的工作目标。小区的天工物业
立足业主需求，努力探索物业服务创
新点，以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小区居
民生活质量。

小区物业定期开展“我们的节
日”和“红袖章”志愿行动，让小区的
文明氛围更浓厚、邻里关系更和谐。

“红袖章”们个个身怀绝技，除了在本
职的维修、客服、保安、保洁岗位上兢
兢业业，还走进居民家中，为有需要
的居民提供个性化服务。

“红色物业”入驻 生活更有“温度”

5月16日，开发区中华路西侧的文汇园内芳草连片、绿树成荫，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开发区利用城市斑块状开放空间，依托中华路（东昌路至黄河路）
两侧绿化提升工程，建设了行知园、文汇园、童趣园、书香园等4处“口袋公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5月16日，聊城公园入口处，市民使用多功能扫描仪进行入园防疫验证。针
对老年游客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出示“健康码”“行程码”的实际情况，市城市园林管
理服务中心在聊城公园、凤凰苑植物园增设多功能扫描仪。市民通过扫描面部或
身份证，即可在屏幕上显示行程、核酸检测结果等信息。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每年初夏，聊位路徒骇河至南外
环段，杨絮漫天飞舞，如同下雪；道路
西侧有成片的裸露土地，杂草、建筑
垃圾遍地，十分影响城市形象。目
前，这种情形有了根本转变。

5 月 16 日，记者在该路段看到，
从前高大的杨树已经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金枝国槐，片片金黄的叶片
随风舞动，飞絮也销声匿迹，成片的
裸露土地铺满了碧绿的草皮，草地上
栽种了冬青球、石楠球等各类灌木。

“现在的环境特别好，就像一个小公
园。”在附近上班的市民付正波说。

该路段环境的转变，源于一次巡

察。东昌府区委第四巡察组组长姚
筠介绍，3 月 29 日，巡察组入驻东昌
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巡察工
作。巡察过程中，工作人员接到群众
反映，聊位路两侧树木病虫害严重，
残枝、下垂枝等现象突出，导致周边
出现灰尘、病菌、过敏物污染情况。
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该路段
确实存在以上问题，于是第一时间将
问题反馈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这一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立

即整改。”东昌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谭宪鹏介绍，该局成
立了整改工作专班，限期对有关问题
进行整改。该路段行道树权属单位
为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服务中心。
与市城市园林管理服务中心沟通协
调后，该局对树木进行伐除、更换。

“我们依托国有平台江泰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对道路两侧绿化进行提
升，并结合正在开展的裸土专项治理
行动，对道路两侧裸露土地进行彻底

治理。”谭宪鹏说。
本次整治工作共伐除树木 850

余棵，栽种金枝国槐 400 棵、各类灌
木1400棵，铺设草皮3万平方米。从
4月初到4月19日，该局仅用不到20
天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全部整改工
作。

从恼人的杨树到婀娜多姿的金
枝国槐，从成片裸土到城市绿地，本
次整改有效提升了城区绿化景观水
平，也得到了市民的交口称赞。

裸土披新绿 城市更精致

■ 本报记者 薛蓓蓓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冠县东古城镇田坡村的武孟
军现年43岁，说一辈子还早，但他坚持
做好事已经二十多年，比很多人一辈
子做的好事还要多。

“我没有做什么，都是很普通的小
事。”5月17日，谈到自己被推选为“中国
好人榜”候选人，武孟军直言受之有愧。

秋收时一次次送到家门口的玉
米，过年时一盘盘热腾腾的水饺，孤独
神伤时数不清的暖心话语……在田坡
村八旬孤寡老人武恒健的心里，武孟
军就像一束光，照亮了自己漫长的孤
苦岁月。

武孟军1979年出生在田坡村一个
普通家庭，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宽广的
胸怀，多年的部队历练培养了他坚韧
不拔的性格。

20多年前，武恒健老伴尚在世，但
患有老年痴呆症，老两口无儿无女，家

里家外都是武恒健一人操持。武孟军
看到武恒健老人的窘境，虽然不是亲
戚，他还是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担
子。1997年，得知武孟军要应征入伍，
老两口有些失落，武孟军许下承诺，答
应两位老人会像对亲人一样对待他
们，让他们放下顾虑，安心生活。

武孟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每逢回家探亲，他第一时间到老
人家看望，询问生活起居，照顾衣食住
行。2010年退伍后，武孟军回到村中，
对老人更是悉心照料。十几年前，武
恒健老伴因脑积水住院手术，武孟军
没有丝毫犹豫，带着手头仅有的 1000
元钱赶到医院，硬塞到武恒健手中。

虽然做了手术，但武孟军老伴的
身体每况愈下，不久便去世了，留下武
恒健一人更显孤苦。武孟军更加上
心，老人的衣服、生活用品都由他准
备，缺少什么马上购买，让老人衣食无
忧。老人家的大事小事，如修电视、换
灯泡、换煤气、清垃圾等，武孟军都一

手包揽下来。农忙时，武孟军都是事
先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后，就去帮武恒
健抢收庄稼。现在武恒健老人身体还
算硬朗，他总说：“我无儿无女，但是能
遇到孟军，我这一辈子知足了。”

武孟军的大爱并不止于此。在村
中，有很多留守老人，武孟军发现有些
老人门前的路是土路，遇有雨雪，出行
十分不便，武孟军就义务为老人
铺路。

说干就干！工作之余，武孟
军每天扛着铁锨在村中转
悠，看到沆洼的地方，就填
土修补，看到砖块就捡拾
起来。大伙听说他捡拾
砖块是为了铺路都
非常支持，也纷纷加
入了铺路队伍。最
后，在武孟军的带动
下，砖块铺到了泥泞
的小路上，坑洼不平
的泥路变得平整宽

敞，极大方便了老人出行。
退伍不褪色，胸怀报国爱民情。

今年 2 月，武孟军获评“山东好人之
星”。面对如潮的好评，他没有豪言壮
语，不贪图名利，依旧用实际行动默默
付出着。

武孟军：义务照顾孤寡老人二十余载

夏日“口袋公园”
扮靓城市空间

武孟军为武恒健老人理发武孟军为武恒健老人理发（（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