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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老家大衣柜顶上泛黄的
报纸下，一直放着700块钱，那是
7张假币。

前些年，母亲被骗后，我就
特意把假币放在那里。之所以一
直保留着，是因为在这段假币事
件的往事中，母亲用她的诚实和
善良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
个子高高的，清瘦，小脚，多年劳
作逐渐累弯了母亲的腰。母亲姓
孔，娘家在村子里是一个大家
族，因为战乱，始终没有上过学
堂。但母亲为人诚实、善良。她常
给我们念叨说，姥爷可是个有学
问的人，是孔圣人的后代，孔家
的子女做事要有诚信，要对得起
祖宗。

母亲自从嫁给我的父亲，与

邻居乡亲都相处融洽。前些年，
我们家日子紧巴的时候，多亏
了邻居们隔三差五的接济，才
能让我和弟弟顺顺当当地上完
了学。后来，我们家生活有了好
转，母亲常常念叨谁家老人得
病起不了床了，谁家孩子要考
大学了，有能力的话都去搭把
手。再后来，我们兄弟几人都分
居过日子了，母亲坚持住在老
院。几次接她来城里小住，她都
闹着回去，说是舍不了家。其实
我明白，她是舍不了邻居的大
娘婶子、嫂子们。前邻的大更嫂
子，对门的路嫂子，子女都搬进
新居。可她们仿佛有永远都说
不完的话，和母亲一起坚定不
移地守着饱经沧桑的老宅子。
几次回家，都能看到她们三人

在大门洞里打纸牌，谁输谁赢
不在乎，就图玩个开心，看到她
们皱纹里溢满的笑，实在不忍
心去打扰她们。

一次，我开车路过老家，特
意回去看望母亲。那是一个深
秋，树叶均已泛黄，秋风吹过，哗
啦啦响着。我家的房子紧邻黄河
大堤，在一个长长的胡同中间。
我刚刚停下车，大更嫂子远远地
迎上来，悄声却又很着急地说：

“大兄弟，你快想个法子吧。刚刚
一个骑摩托的小胡子，骗了俺婶
子700块钱。”“700块钱？”我先是
一愣，大白天的怎么会发生这等
事儿。

母亲正在伤心，见我进屋，
泪落了下来。“长龙啊，你每回家
来都要给我留钱，俺用什么钱

啊？这下好了，让那小青年给换
成假的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老房子是
木格子的窗户，屋子里没有开
灯，我和母亲的心情都凝重到了
极点。

“唉，那小青年也是，遇到了
什么难事儿，好好说不行吗？”我
正无语，眼见母亲又心疼又着急
又怜惜的样子，心里好不是滋
味。连忙说：“妈，没事儿。我花钱
的地方多，我能够花出去。把钱
给我吧。”于是我特意认真的数
了数，郑重其事地把那700元钱
收了起来。

傍晚时分，伴随着孩童和牛
羊的嘈杂声，村子里家家户户亮
起了灯。我学着母亲做饭的样
子，给母亲做了简单的饭菜。吃
罢饭，我打开母亲说啥也不换的
老式电视机，陪母亲拉起了家
常。前邻居大更嫂子、对门的路
嫂子，还有一些晚辈，也都陆续
过来串门拉起家常。我心里明
白，大家都是来宽慰母亲心的，
七嘴八舌说起那些高兴的事，村
里建起的小广场、上级来人教大

家跳广场舞、准备绕村修的小马
路。间或有人提到，河那岸的一
个厂子，今年买卖干赔了，全家
出门躲债了……

等大家散了，母亲的心事儿
更重了。母亲关掉电视，弯着腰
忧心忡忡地坐到我的身边，很是
疑虑地说：“那小青年是不是也
干生意啊？是不是也干赔了？”我
看着母亲的眼睛，认真地听着。

“长龙，那钱你怎么花啊？算了，
还是还给俺吧……咱不能去骗
别人，谁也不容易啊！”我心里咯
噔一下，明白了母亲的心事儿。
心想，我说的话不小心又伤到母
亲的心了。心里一阵羞愧，热泪
一下子湿润了眼睛。

后来，母亲偶尔又问起那
700块钱，我说我没花，那钱早就
让俺撕碎了，放心吧。母亲有些
迟疑，说我姥爷说过，老孔家的
后人，做人讲究仁义礼智信，不
能做坑蒙拐骗的事儿。

母亲故去那天，紧紧地拉着
我的手。我非常后悔，那钱应该
早早还给母亲，或许母亲走得更
踏实、更安祥。

母 亲
□司有荣

近日，西段乡在全乡42个村组
织开展扶贫教育活动，讲师们以案
例分析、视频观看等形式，与贫困户
共同探讨懒、馋等热点问题，参与的
贫困户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开展很有
意义，对贫困户主动脱贫具有重要
影响。该乡抓住贫困户心理，分析贫
困户不愿脱贫原因，认真研究分析，
根据中国人好面子心理，创新工作
机制、方法，将贫困与宣传教育工作
相结合，提高贫困户脱贫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

(通讯员 潘炳亮)
近日，西段乡组织专门人

员，送2名已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
贫困户子女，到德州交通中专
职业学校上学，让贫困户子女接
受再教育，防止贫困代价传递。

教育扶贫是底线工作，所
有符合年龄学生必须接受9年
义务教育，但西段乡立足长
远，为保障贫困户子女接受更

高水平教育，西段乡对近两年
毕业贫困户子女进行核查，分
析辍学原因，由乡班子成员带
领管区、包村干部挨家挨户做
工作，打消贫困户顾虑，让其
接受更高水平教育；截至目
前，西段乡已送2名辍学打工
贫困户子女接受再教育。

(通讯员 潘炳亮)

西段乡喜搭贫困再教育“顺风车”

西段乡

扶贫教育宣传遍地开花

近日，西段乡组织家政服务机
构为前期调研发现的部分有劳动
能力或弱劳动能力贫困户进行培
训，该培训以实用为主要目标：如
培训如何照顾老人、幼儿，如何做
可口饭菜、打扫卫生等多方面实用
知识。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西段
乡注重贫困户自身能力培养，以提
高贫困户生活、生存能力为主要目
标，增强贫困户脱贫主动性和能动
性。截至目前，西段乡开展各类培
训班8场次，为36名有劳动能力或
弱劳动能力贫困户安排就业岗位，
91户贫困户生活水平、质量有明显
提高。 (通讯员 潘炳亮)

近日，为开展好健康扶贫
工作，提高贫困群众健康水
平，为贫困群众解决实实在
在的困难，西段乡联合乡卫
生院为所有贫困户进行免费
体检，对查出的问题给予合
理建议，讲解医疗扶贫政策，
让其放心治疗同时为查出的

白内障患者积极联系医院，提
供免费治疗。

截至目前，该乡193户338
人贫困户已全部体检完毕，26
人根据自身状况办理住院且
全部康复，4名白内障患者已
得到免费救治。

(通讯员 潘炳亮)

西段乡为贫困户免费全面体检，治疗白内障

西段乡

贫困户培训促就业

为巩固“三有三净”工作成
果，扎实推进“三有三净”工作，
郭家街道自2019年6月份开始
采取每月先进评比制度，对日常
表现好的颁发生活文明奖，对较
上月有明显改善提升的颁发文
明进步奖，分别给予相应奖励。

郭家街道高度重视“三有
三净”活动，不遗余力、不打折
扣，把其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宣传引导、

志愿帮扶、文明创建、文化服
务等措施,广泛动员贫困户积
极参与文明生活方式行动,并
为贫困户家中购置电视、电
扇、被褥、衣服等物品，为贫困
户室内墙面进行粉刷、屋内吊
顶，让家家拥有干净整洁环
境,人人拥有良好精神面貌,实
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脱
贫双丰富”。

（通讯员 张倩）

郭家街道扎实开展“三有三净” 助推乡村振兴

2019年12月30日，郭家街
道在学校、企业园区、各村文化
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悬挂打
击非法储存、运输烟花爆竹条
幅40条，同时安排管区和村干
部加强巡查，发现问题立即上
报办事处安监办公室，街道综
合执法中心加强巡查力度，对
辖区内闲置厂房、闲置院落、
停破产企业、非法租赁等敏感

场所重点排查，同时发动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揭发举报相关
违法行为，为即将到来的春节
保驾护航。

郭家街道目前共有三家烟
花爆竹销售点，街道执法中心
联合市安监中队定期到以上销
售点进行检查，对于符合标准
的给予发放常年销售许可证。

（通讯员 张敏）

郭家街道多举措打击烟花爆竹“打非治违”

当前正值冬季取暖季，也
是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多发期，为
防止辖区居民一氧化碳中毒，郭
家街道高度重视，积极安排部
署，将工作宣传到位、排查到位，
确保辖区居民安全温暖过冬。

一是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向群众广泛宣传预防家庭一氧
化碳中毒的卫生知识和安全燃
煤常识。二是压实管区村责任。

安排管区村对村内孤寡老人、
留守老人等重点户进行走访排
查，重点叮嘱，确保老人安全燃
煤、安全用气。三是加强工作调
度。每天早晨调度宣传情况和
排查情况，对有倾向性问题的
及时纠正，并及时向主要负责
人做好工作汇报，确保我街道
不出现一例中毒事件。

（通讯员 张倩）

郭家街道多措并举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为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校园
安全稳定，郭家街道综合执法
中心对郭家中心小学等辖区三
所学校进行安全大排查，确保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一是全面细致排查，建立
隐患台账。二是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三是

加大巡查力度，建立长效机制。
定期对学校周边食品摊点进行
巡查，确保摊点规范经营。

目前，校园安全稳定形势
总体平稳有序，下一步将继续
提高师生安全意识，细化工作
措施，将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

（通讯员 张敏）

郭家街道开展校园安全检查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春节前后两场大型人才交流会等你来
时间分别在农历腊月二十二和正月十三

本报德州1月6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佳) 6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为进一步提
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为用人
单位和各类人才搭建交流平
台，春节前后，全市将举办两
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据介绍，这两场大型人才
交流会均由市人社局人才综
合服务中心承办，举办时间分
别为1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
二，星期四)上午9:00至12：00，
2月6日(农历正月十三，星期

四)，上午9:00至12：00。地点均
在德州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人才招聘区(德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三八东路鑫源国际二
楼)。活动不收取用人单位和
求职人员任何费用，免费提供
标准展位和洽谈桌椅，为用人
单位制作招聘海报、发布招聘
信息，提供线上线下人才推荐
等服务。

有意向参会的单位，可将
公司的营业执照电子版、参会
单位人才需求信息表发至邮
箱rczxldk@163 .com。求职者

可将个人简历发送至邮箱
dzrc2019@163 .com。年前场的
报名时间截止到1月10日下午
5点，年后场的报名时间截止
到2月1日下午5点。详情可拨
打咨询电话：0534-8212685，
8253118。广大求职者和用人
单位可关注人才德州微信公
众号，关注招聘会信息发布。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提醒，春节
前后，全市各种人才招聘会和
春风行动将会陆续展开，请招
聘单位和应聘人员及时关注
人社部门发布的有关信息。

为推动有效解决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老大难”问题，连日来，德城区消防

救援大队辖区各物业单位按照消防车通道设置相关要求，陆续开展消防通道

的划线工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恺 摄影报道

消消防防““划划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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