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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春节将至，莘县王庄集镇对
于扶贫工作毫不松懈，在镇政府
倡导下，辖区内企业积极回馈社
会，自行捐献白面、食用油、床等
基本生活物品，他们用实际行动
温暖着贫困户的心，书写社会之
大爰，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进入贫困户家中，帮包干部、
企业捐赠工作人员与贫困户如同
亲戚一般，嘘寒问暖，交流了近期
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还需要帮

助、帮扶的困难，最后叮嘱他们一
定注意取暖安全。莘佳饲料公司
董事长崔建敏说：“看着贫困户的
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地改
善，我们也从心里感到高兴，只要
社会需要，我们还会为父老乡亲
继续尽一些绵薄之力。”

据悉，王庄集镇党委在脱贫攻
坚工作上，善于统筹各方社会力量，
形成扶贫强大合力。现在四百多贫
困户脱贫成效显著。 (王恩帅)

莘县王庄集镇脱贫攻坚合力强

为提高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
度，王庄集镇党委创新工作机制，
充分利用“三道屏障”，做好贫困户
脱贫保障工作，确保贫困户扶贫档
案填写详实，特惠保险、收入项目
等应知应会口述无误，两不愁三保
障步步到位，“双提升”里外俱实。

“三道屏障”：帮包责任人为
所包3-5户的第一道屏障，负责摸
排档案填写、应知应会口述、环境
卫生、生产生活困难等常规工作
问题，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不
能立即整改的上报给管区书记。
管区书记是本管区第二道屏障，

除去负责督导检查帮包责任人日
常扶贫工作外，还有如下责任：去
伪存真，确保土地收入项目、产业
扶贫项目等收入落在实处；各类
救助、扶贫专项资金落实到卡；危
房改造到户。所有副科级干部为
第三道屏障，每人依据村庄地理
位置平均负责20户左右，负责督
查发现问题，发现问题首先报告
镇纪委启动问责机制，实行责任
追究，然后是解决问题，较大问题
集体研究解决，较小问题向管区
书记及帮包责任人通报，限期解
决。 (徐永强)

莘县王庄集镇用“三道屏障”保障贫困户脱贫成效

莘县王庄集镇紧紧围绕脱贫
攻坚重点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致力于全镇贫困户脱贫。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该镇就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6
次党委会专项研究会议，讨论脱
贫攻坚重点难点问题，党委班子
成员带头认真落实帮扶责任，精
准发力，增强脱贫攻坚战的信心
和决心。

选好配强村两委干部队伍，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选好配强村
干部队伍建设，助力精准脱贫。通
过村“两委”换届，优先推荐农村
中的致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

子。为建强扶贫专业队伍，镇党委
政府为全镇45个村庄各配备一名
扶贫专职人员。王庄集村党支部
书记张强及两委干部积极开展一
对一帮扶贫困户，带领王章德在
内的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王章德是贫困户村民，镇党
委政府联系城建所为其进行危房
改造；通过镇扶贫为其免费办理
特惠保险，张强多次到王章德家
里沟通，增强王章德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多方协调使其入股笨
鸡养殖合作社，到刘元韭菜基地
务工摆脱贫困。如今王章德年累
计收益已达到5000多元。(于洪磊)

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路面巡逻不间断！

聊城高速交警全力护航雾天交通安全

“舞动新时代·周公河农贸城杯”广场舞大奖赛决赛圆满落幕

20支晋级队伍上演“舞林争霸”

本报聊城12月23日讯(记者
王成) 优美曼妙的舞姿、激

情澎湃的音乐、不时响起的掌
声……12月22日，舞动新时代·
周公河农贸城杯广场舞大赛决
赛举行，从初赛中晋级的20支
队伍再次在周公河农贸城相
遇，上演舞林争霸。最终，在全
场观众的注视下，比赛决出了
一二三等奖及最佳网络人气
奖，大赛圆满落幕。

为给全聊城的广场舞爱好
者提供展示表演的机会，由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聊城市广场
舞运动协会主办，聊城远东拉
丁舞学校协办，齐鲁晚报聊城
融媒中心、周公河农贸城承办
的舞动新时代·周公河农贸城
杯广场舞大赛于12月15日正式
开赛，4 0多支来自聊城各县
(市、区)的队伍踊跃报名参赛，
最终20支队伍挺进决赛。

《桑格姑娘》、《盛世中华》、
《中国最精彩》……在22日当天
的决赛中，每支参赛队伍都精
心挑选制作了参赛曲目用以搭
配舞蹈，以期把自己队伍更高
的水平展示出来。从豪迈的民
族舞到优雅的扇子舞再到动感
的曳步舞，每一支队伍都用不
同的舞蹈风格展示了自己的特
色，纯熟的舞步和激情四射的
活力不时令现场观众一亮，比
赛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赛事被不断推向高潮。

据了解，参加本次的广场
舞大赛的选手们从垂髫孩童到
花甲老人均有，同时，赛场上多
样的表演形式、新颖的舞台创
意、独特的节奏韵律，也为大家
带来了视觉盛宴，打破了人们
对广场舞的常规认知，展示了
广场舞这一全民健身性运动的
活力。

为保证大赛的公平，以及
能为参赛队伍提供技术指导，
本次大赛邀请了国家级裁判、
聊城广场舞协会会长宫晓伟，
国家级裁判、聊城广场舞协会
副会长王红，国家级裁判、聊城
广场舞协会秘书长吴亚琴等作
为评委。

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聊
城市市直老协健身舞艺术团获
得一等奖，水城之韵舞蹈队、聊
城市文锦苑社区舞蹈队获得二
等奖，素锦年华时装队、恒昌艺
术团、摇曳佳人炫舞团获得三
等奖。同时，根据此前齐鲁壹点
上的网络投票结果，摇曳佳人
炫舞团等6支队伍获得网络人
气奖。决赛结束后，主办方为获
奖队伍现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
奖品。本次决赛的全程录像可
在齐鲁壹点直播频道回放观
看。

整齐划一的队伍踏着节
拍，舞步快速而有力，人人脸上
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引领带动
着现场的气氛。12月22日，在舞
动新时代·周公河农贸城杯广
场舞大赛决赛现场，一支名为
摇曳佳人炫舞团的队伍一出
场，便迅速带动起现场的气氛。

“我们跳的是曳步舞，在节
奏和动作上与其他参赛队伍有
很大的不同。”摇曳佳人炫舞团
队员刘彩霞告诉记者，他们的

队伍今年3月份才成立，虽然成
立时间短，但因为他们所跳的
舞蹈基本没有年龄限制，节奏
也比一般的广场舞快，动作时
尚有活力，日常练习时常常吸
引不少人的注意，队伍因此很
快壮大。有些家长为让孩子健
身，也主动将孩子送到队里和
他们一起练习。今年暑假里，曾
有20多名孩子持续跟随他们学
习曳步舞。

刘彩霞说，此次比赛中，有

3名小学生跟随队伍参赛，因为
孩子们准备时间短，他们便把
平时跳的比较好的动作结合起
来，然后配上自己剪辑的音乐，
便最终形成了参赛的作品。3名
孩子中，8岁的霍庆洲年龄最
小。小庆洲告诉记者，他每个周
末都会去练习曳步舞，之所以
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喜欢。最终，
摇曳佳人炫舞团在比赛中获得
了三等奖与最佳网络人气奖。

记者 王成

最小的队员只有8岁
这支队伍一出场就带动了大赛气氛

“对这次成绩感觉满意，感
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这个机
会，今后我们争取为观众带去
更精彩的节目。”12月22日，在
舞动新时代·周公河农贸城杯
广场舞大赛决赛结束后，获得
二等奖的聊城市文锦苑社区舞
蹈队的领队刘兰英高兴地对记
者说道。

在赛场上，这支队伍的队
员以一身红黄相间的服装精彩
亮相，再配以秧歌扇道具，在唢
呐声为主的背景音乐中，为观

众表演了曲目《沸腾的黄土
地》，在不少观众心里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刘兰英介绍道，为契
合本次比赛“舞动新时代”的主
题，她们将舞蹈表现的对象定
为黄土地上的劳动者。为此，她
们选用了宽松的服装，以最大
程度上反映劳动者的豪迈的性
格。而在动作设计上，她们精心
设计了动作，让其张弛有度，以
反映劳动者鲜活的生活。“就像
表演中有一段节奏悠闲，好像
劳动人民休息一样。”

据了解，聊城市文锦苑社
区舞蹈队的队员以退休教师和
医生为主，她们日常创作的舞
蹈作品不少以传统优秀文化为
素材反映时代变迁、社会发展，
此前曾创作表演过《五星红
旗》、《中国梦》、《我的家乡大平
原》等，不少作品也曾获奖。刘
兰英向记者透露道，目前她们
正在创作一部将国粹京剧与秧
歌融合的作品，以求给观众带
去新的艺术体验。

记者 王成

精心设计动作表现劳动者
这支队伍勇夺广场舞大赛二等奖

广场舞大赛决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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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城 高 速
交 警 高
唐 大 队
民 警 正
在执勤。

本报聊城12月23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李晓辉 武英
杰) 12月21日晚至22日，聊城辖
区出现大雾天气，为确保高速公
路行车安全，避免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聊城高速交警高唐大队
积极组织警力提前到岗到位、上
路执勤，加强重点路段、路口的巡
逻管控力度，提升路面见警率和
管事率，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当日晚，大队民警采取固定
执勤和巡逻执勤相结合的方式，
在服务区上下道口设置固定执勤

点，使用激光幕、声光电系统提醒
过往车辆。路面巡逻民警拉起警
笛、点亮警灯，提醒过往驾驶员减
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
安全。

12月22日，大队民警通过视
频巡逻与路面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严查违规停车违法行为。同
时，执勤民警向过往驾驶人进行
雾天驾驶温馨提示，提醒他们开
启雾灯，减速慢行并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共同
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聊城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
员：如遇恶劣天气，务必谨慎驾驶，
避免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如遇突发
团雾，要降低速度缓慢通过，一定不
要紧急刹车、紧急停车，不要随意变
更车道，防止发生追尾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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