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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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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在担当和奉献中描绘着人生底色

潘嫱：“基层，是我热爱的练兵场”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贾晓霖

广阔基层
是我的“练兵场”

潘嫱是官庄街道最年轻的领
导干部，分管组织、宣传、党政、秘
书、妇联、团委等多项工作。“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任务
本就繁重，多部门同时“弹好钢
琴”更是不易，这对潘嫱来说是个
很大的挑战。

“起初确实觉得有些吃不
消，后来想到我爱人天天在部
队的练兵场摸爬滚打，那么我
不妨也把基层当作自己的‘练
兵场’，把工作看成在实践中历
练自己、增长才干的好机会。”
她深知，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
部，只有练好一身本领，才能更
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此，她任劳
任怨，将心血和汗水全部奉献
给本职工作，为保障各项工作
高效有序运转，她克服困难，每
天主动提前到岗、延后下班，数
不清加班多少次，“五加二”“白
加黑”早已成为常态。

无论多么艰巨烦琐的任
务，她都勤勤恳恳、毫无怨言，
一年来，“党建引领在官庄”、

“红袖章”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
等官庄品牌的推进和宣传，新
时代文明实践、“出彩人家”创
建等工作都离不开她带领着大
家的共同努力，“只有从不懈奋
斗中才能寻找到最真实的乐
趣！”谈起日常工作，潘嫱可谓
深有感悟。

“遇到危险，
党员就得冲在最前面”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横
扫官庄大地，多处桥梁冲塌、道路
损毁，部分群众房屋也遭到损坏。
8月11日，雨势尚未减小，潘嫱就
与其他同事一起，第一时间来到
南部山区情况危急的赵八洞村。
入村后，他们突遇平生从未经历
过的山洪暴发，多人躲避不及，受

了轻伤，特别是潘嫱在撤离到安
全区域的过程中险被洪水冲倒，
幸好被同事拖住。村中多处道路
被毁坏或堵塞，但再难走的路，也
挡不住基层党员干部一步步走到
群众身边的决心。

作为队伍中唯一一名女同
志，潘嫱继续跟随大家冲在最前
线，冒着大雨、踩着脚下湿滑的淤
泥和碎砖乱瓦，和男同志们一起
艰难地走街串巷，逐家逐户上门
摸排查看群众受灾情况，对赵八

洞村的灾情做好全面摸底，为接
下来有的放矢制定救灾计划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随后的救灾行动
中，她仍然每天都坚持到村，倾听
群众需求，切实解决受灾群众困
难，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
障，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她还发动
辖区广大妇女、青年组成“巾帼志
愿者”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积极
参与到灾后重建家园、文明实践活
动开展等工作中，这两支力量在重
建工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妈妈不陪你玩，
是要保护更多小朋友”

2020年春节，潘嫱原以为一
年的辛勤劳作后，能趁过年携女
儿与丈夫团聚几天，一家三口其
乐融融欢聚一堂，可来势汹汹的
新冠肺炎疫情又打破了这个简单
的愿望。接到结束假期、提前返岗
的通知后，尽管万分不舍，但她毅
然告别了重逢仅一天的丈夫重返
工作岗位。

自大年初一开始，潘嫱就全
心投入到街道疫情防控工作中，
她担负着综合协调组、宣传舆情
组、党建保障督导组等三个小组
的工作任务，每天文件起草、宣传
信息编发、物资配备发放、后勤保
障等紧张烦琐的工作她做得有条
不紊。至今没有休息一天，六岁的
女儿只能让老人帮忙照看。看到
别的小朋友每天都有爸爸妈妈陪
着玩，而自己爸爸在部队、妈妈也
早出晚归，女儿心中难免有情绪。

为了安抚女儿，潘嫱为她耐心
讲道理：“妈妈现在不能陪你玩，是
因为妈妈要去‘打仗’，打跑病毒，
这样可以保护更多的小朋友！”懂
事的女儿点点头，理解了妈妈的举
动。这样的懂事，让潘嫱很心疼，虽
然感觉愧对孩子，但她深知在这
关键时刻，自己必须“逆行”在一
线，担负起一名基层工作者的应
有之责，才能守护好群众的生命
健康。

作为一名平凡的基层党员干
部，一位默默站在丈夫背后支持
家庭的军嫂，潘嫱始终以自己的
善良、坚韧和真情，于担当和奉献
中描绘着人生底色。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支倩倩）“一期甜瓜苗已经
全部售出，哈密瓜苗已销售
80%，现在工人们正忙着嫁接
西瓜苗，主要销往内蒙古、河
南以及咱章丘区当地及附近
农户，全部采用订单式销售。”
济南东方骄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林桥介绍说。在
日光育苗温室内，两人一组正
忙碌着给西瓜苗进行嫁接，好
一派备苗忙春的景象。

“我家建了两个冬暖式大
棚，我和媳妇一人管理一个，
去年两个棚收入10万元，今年
头茬瓜长势喜人，还有十几天
就能成熟，虽然经历疫情，但

瓜好不愁卖！”官庄村瓜农张
明杰一脸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种瓜都是一条
龙服务，不需要自己操多大
心。年前从东方骄子订购上甜
瓜苗，本以为受疫情影响会耽
误按时栽苗，没想到公司在政
府的支持下想方设法把瓜苗送
到了地头，没有耽误种植。我们
村紧邻着金农夫基地，有技术
人员全程指导，更值得一提的
是，我们村就有甜瓜批发市场，
全国各地大客商提前订购，我
们的瓜不需要出村就能卖完。”
种瓜大户孙修明介绍说。

高官寨街道现有官庄、东
安、高官寨三处大型批发市

场，其中仅官庄市场在甜瓜上
市期日输出量就在300万斤以
上，客商来自全国各地。官庄
村以市场为依托，通过收取摊
位租赁费、为客商提供优质服
务的方式，村集体年收入已达
110万元，去除土地成本、管理
费用，净收入有80余万元，村
两委用这部分资金来为群众
办实事，解决群众关注的道
路、绿化等问题，更好地提升
村庄整体环境，打造甜瓜示范
村。周边群众参与甜瓜的分
拣、包装、装卸，每天也有100
到200元不等的收入，小甜瓜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农
民增收、富裕了百姓口袋。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彦霖）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企业
员工纷纷返岗，圣井街道的干
部群众、企业员工纷纷将“一
米”的关怀与文明融入了工作
与生活中。

文明生活，保持一米“健康
线”。每日清晨、傍晚，圣井街道
各村、社区出入口的疫情防控
检查站最是忙碌的。随着复工
复产，居民每早上班、傍晚归家
都需要在检查站进行体温检测
和出入登记，为避免人群扎堆，

大家都会自觉提前出门，主动
排队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文明排队，保持一米“秩
序线”。圣井街道为认真贯
彻“十个一律”加强村居疫
情防控举措，对辖区居民实
行“居民通行证”制度，在疫
情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为居
民办理通行证时，广大居民
都 积 极 拥 护 ，认 真 做 好 防
护，自觉排队办理，并保持
一米以上距离。

文明用餐，保持一米“距离
线”。随着企事业单位的复工复

产，许多员工纷纷返岗上班，为
减少接触，许多单位食堂采取
了错时就餐的方式，分批分次
组织员工就餐，就餐时大家都
自觉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并列就
餐。

文明生产，保持一米“安全
线”。圣井街道辖区企业都严格
遵守复工复产有关规定，认真
落实生产空间防控要求，员工
工位之间均保持一米以上距
离，降低人员密度，严格执行

“双测温两报告”做好人员健康
监测。

本报3月12日(记者 支倩倩 通
讯员 王美敏） 姓名、政治面貌、联
系电话、网格编号……最近，一张印
有网格员照片、身份信息和工作职责
的公示牌挂在了刁镇各村家家户户
的显眼处，这是刁镇“微网格”网格员
的第二张“身份证”，也是便民利民的

“服务证”“监督证”。
刁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公示牌上

网格员的身份信息和具体职责一目
了然，上墙的做法进一步把网格员身
份亮出来，充分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
工作热情。同时，也让网格员明晰自
己的工作职责和服务范围，压实网格
员的责任，增强服务力度，真正把“微
网格”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让管理
更顺畅，让群众得实惠。

据了解，为更便捷地服务群众，
在刁镇“微网格”模式运行中，一般以
网格员住所为中心，辐射周边10—20

户，网格员从接到电话到到达住户家
中最多不超过5分钟，每户的网格员
都是“量身定制”的。网格员24小时“在
线”，真正实现“你呼叫，我接单”的村
级管理服务模式。

网格员工作做得好不好，被服
务对象最有话语权。公示牌上的监
督电话进一步畅通了网格员工作监
督渠道，群众可随时拨打电话，向网
格员管理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

在刁镇，“群众有事找网格，基层
治理靠网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
经基本形成，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入户摸排、非接触式防疫登记、

“健康一码通”推广、“保供联盟”入户
送生活物资，网格员都发挥了主力军
作用。下一步，刁镇将继续探索优化
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着力打造“最
美网格员”基层治理服务品牌。保持一米，是爱和文明的美

圣井街道将“一米”文明融入工作与生活中

让网格化管理更好地服务群众

刁镇“微网格”网格员公示牌上墙
高官寨街道的甜瓜快熟了

潘嫱是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党工委宣传统战委员，在生活中，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军嫂。丈夫在济南服役，她同时挑起两副重担，既在基层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履行好自身职责，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又悉心抚养教导年幼的女儿，用柔弱的身躯支撑起
了家庭“大后方”，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国防事业。

自大年初一开始，潘嫱就投入到街道疫情防控工作中。

枣园街道掀起人居环境整治高潮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景峰） 眼下，枣园街道
各村按照街道农村重点工作会议的
安排部署，在疫情防控工作力度不
减、标准不降的同时，本着“全民发
动、齐心发力”的原则，全面掀起了人
居环境整治高潮。

街道农村重点工作会议结束后，
各村在认真搞好宣传发动的同时，按
照街道办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精准
把握好时间节点、任务要求，对残垣
断壁和废弃房屋、生活垃圾和生活污
水处理、出彩人家创建等，进行了认

真梳理、细致排查，务求做到任务明、
底子清。在此基础上，该街道责成各
包村领导、包村干部，紧密结合十项
重点工作内容，对各村切实做好协调
和指导。

为切实真正从源头上搞好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该街道将成立专门的
巡查督导组，认真查找存在的“短
板”，并令其立即整改，对整改不及
时、不到位、不彻底的将予以通报批
评，同时把人居环境整治与疫情防控
工作一起抓，切实形成“两手抓、两促
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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