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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实干之“家”

2020年元月初，一场大雪
覆盖茌平大地，中铁十四局四
公司高东高速项目部工地上忙
碌的景象因一场大雪被叫停。
项目部人员外业组收拾战场不
得不停下来休战。根据不同的
岗位和工作，高东项目的员工
陆续踏上返程的归乡路。“姚
敏，你协调的事情也比较多，办
公室的工作也比较繁琐，咱们

得留到最后离开。”办公室陈蒙
蒙仿佛以命令式的口吻给自己
的老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临
近过年了，归乡心切。为了让大
多数员工早日回家过节，她和
他留守在了最后一对离开。

春节将至，疫情突袭，一场
突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亿
万建设大军的返程之路。计划正
月初七就按时返程的他们被阻
隔在了老家。有喜有忧，喜的是
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在家多陪
陪老人孩子了，忧的是留守值班
的人员在工地急需防护用品。疫
情来得太急，防护用品成了紧俏
货，身在家中心在工地，为了给
工地留守人员备好防疫防护用
品，他们又第一批赶回工地。

孩子六岁了，留恋不舍，临

走时蒙蒙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小宝拿着手中的玩具拉着妈妈
的手说：“妈妈再陪我玩会儿挖
掘机吧，我也要带着挖掘机去给
你们工地挖土。”泪涌眼眶，转身
的一霎那再也控制不住伤感的
泪水……每次短暂的探亲假期
之后这样的场景就会出现。在中
铁十四局为了祖国的工程建设
事业，像这样舍小家顾大家的铁
建人又有很多很多，离别的场景
虽不同却相似……

离开小家的他们又全心全
意地投入到大家中，第一时间
投入到疫情防控上，驻地消毒、
给值班留守人员发放口罩、测
量体温、上报公司员工动态信
息等等。
作者：中铁十四局四公司张卫省

近日，聊城大学后备军官学院

团委书记，国防生、预科生辅导员

吴俊美老师与模拟营、学生会、社

团联合会、预科连等骨干在学校翰

苑餐厅二楼沙龙活动中心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午餐会。国防生骨

干们纷纷表示“零距离”与老师交

流谈心和聊天，进一步拉近了与学

院老师的距离，亲切感受到学院领

导、老师的关心和关爱。“师生午餐

会”是后备军官学院以“午餐”为纽

带“搭平台、听心声、共谋策、同发

展”的特色活动。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王乙伦

开开展展午午餐餐会会活活动动

疫情防控以来，聊城大学后备

军官学院全体师生纷纷争当志愿

者，为疫情防护做出了贡献。据悉，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保

利东郡的2016级国防生唐礼呼时刻

关注新闻，在了解到瑶海区属省重

点防治区域后，自愿向居委报名，参

与城中村疫情防治岗亭工作队从事

志愿服务。其他几位同学虽地区不

同，情况大致相似，他们的奉献行动

展现了作为一名国防生敢为人先的

先锋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

质，值得广大师生学习。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王乙伦

投投身身志志愿愿服服务务

聊城大学后备军官学院砺剑

协会在东校区后备军官学院前开

桌设点，无偿为往来学生进行数码

设备外表清洁，电脑除尘清理的服

务、以及系统升级和电脑维护相关

知识的普及教育服务。服务点前行

人不绝，面对清洗数码设备外壳、

电脑除尘、更换系统等等不同问

题，国防生们有条不紊地为每一位

前来求助的学生解决问题。此次活

动以“学习雷锋，服务校园”为主

题，旨在在校园营造良好的公益氛

围，弘扬传承雷锋精神。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王乙伦

无无偿偿电电脑脑修修理理

2020年3月以来，冯官屯镇实行了镇党
委书记、副科级干部、村支部书记、扶贫专
干、帮扶责任人五级遍访行动，进一步精
准掌握贫困户情况，解决好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自全镇遍访行动开展以来，走村入户

便是镇党委书记秦光勇同志平时工作的
常态，截至目前，他已走访了67个村共261
户贫困户。此次走访过的贫困户都建立了
走访台账，详细记录每户情况，对走访过
程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场能解决的，
立即予以解决；受政策限制一时解决不了
的，做好记录，向群众做好解释。

茌平区冯官屯镇：遍访贫困户 巩固脱贫成果

“大哥，最近怎样啊？咱家这卫生保持
住了吗？”冯官屯镇的帮包责任人冯丽亲
切的问贫困户侯庆明。侯庆明家中有5口
人，老母亲年老体弱，妻子智力残疾及，有
两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自冯丽帮包侯庆明一家以
来，一有空，她就会带着手套来侯庆明家

帮他打扫卫生。
冯丽不仅帮助侯庆明打扫家里的卫

生，同时也不断鼓励侯庆明去积极的就
业，为他出谋划策，现在的侯庆明已经
真正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农活不忙的时
候就去打零工，家里的日子是越来越好
了。

茌平区冯官屯镇：旧屋换新颜 真情帮扶贫困户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
年，东城办事处集中兵力打好
精准扶贫攻坚战，通过民生兜
底、教育救助、残疾扶持、家庭
养老等脱贫路径保证辖区贫
困户稳定脱贫不返贫。一是定
期对帮包干部和村级扶贫专

干进行规范化的扶贫业务培
训和业务考核，保证其对应知
应会的政策达到熟练掌握、对
贫困户情况做到耳熟能详。二
是建立完善的机关干部帮包
责任制，督促帮包干部对所帮
包贫困户多走访、做实事，切

实落实帮包干部对贫困户的
帮扶责任。三是以问题为导
向，积极整改。针对市、开发区
督导检查出来的问题，逐项建
立台账，认真分析存在的问
题，逐条销号，将指出的问题
全部整改到位。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近日，投资促进中心陪同
聊城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调研组
赴蒋官屯王行村、广平乡南张楼
村指导调研电商扶贫工作。调研

组一行实地走访了解了电商平台
销售、运营情况以及存在困难，并
提供信息，对接资源，安排下一步
工作计划，提高了电商从业人员

的积极性。下一步投促中心将指
导村内电商从业人员，进一步结
合电商优势，推动村合作社的电
商直播，强化农产品上行。

市商促局调研组赴开发区电子商务示范村指导电商扶贫工作

“是什么原因致贫的啊？对
享受的扶贫措施满意吗？”

“帮扶责任人有没有上门啊？
对帮扶工作满不满意啊？”一
句句贴心的话温暖着贫困群
众的心。东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张树平与在遍访贫困户的

过程中通过与贫困对象的深
入交谈，仔细了解他们的致
贫原因、帮扶措施、帮扶成
效，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和
现实需求，认真记录贫困户
反映的教育、医疗、低保、帮
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近日，

东城办事处充分发挥村支部
基层一线优势作用，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全方
位摸排贫困群众和老人、残
疾人等弱势群体生产生活保
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帮
助解决困难。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扎实开展“遍访贫困户”工作

“以前我们村种的都是小
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费时费
力，收入还少；现在很多户种上
了瓜果、蔬菜，不仅干活轻省
了，收益还高了。看着一棚棚的
红红的圣女果、绿油油的黄瓜，
村民们心里可开心了。”莘县妹
冢镇西付庄村村支书付明福骄
傲地说。

近年来，妹冢镇在实地调
研、了解民情、结合实际的基础
上，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

导群众种植高标准蔬菜大棚，
在种植豇豆、樱桃西红柿、黄
瓜、角瓜、甜瓜等蔬菜瓜果作物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设
大棚基地，形成了产业化规模
化效应，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
的新渠道。下一步，妹冢镇将继
续引进适销对路的蔬菜品种，
形成“生产-仓储-运输-销售”
的产业链，全力打造妹冢蔬菜
品牌。

另外，为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妹冢镇特发展了5个产
业扶贫项目，西付庄村大棚基
地就是其中的一个。全镇共涉
及蔬菜大棚53个和蘑菇棚16
个，每个项目均按照当年10%和
次年8%的比例收取扶贫收益
金。2019年全镇共获得扶贫收
益金70余万元，让全镇65个村
573户贫困户都享受到了蔬菜
大棚产业带来的红利。

(秦晓丹)

蔬菜瓜果大丰收 贫困户们享增收

4月29日上午，韩屯镇抓党建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
开，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全镇
机关干部、51个村的支部书记和村
委会主任参加会议。会议要求，一要
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市、

区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项
决策部署上来；二是各帮扶责任人
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措
施，确保各类问题全部清零。三是要
加大基础保障投入力度，抓好基层
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茌平韩屯镇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会

阳谷县西湖镇从解决好事
关贫困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
入手，大力提升扶贫工作水
平。解决好派人不精准问题。
镇党委、政府本着政治素质
高、业务精、责任心强、乐于奉
献、吃苦耐劳的原则，精挑细
选一批扶贫队伍，分赴扶贫第

一线，通过扎实苦干，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内生动
力不足问题。镇党委、政府因
地制宜开展技能培训，让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掌握
一门适合自身发展的实用技
术 ;开发扶贫岗位，因人设岗、
因岗定人，多渠道激发内生动

力，坚决杜绝贫困人员 “等
靠要”思想。持续深入开展“结
穷亲戚、当好心人”服务活动，
让他们切实感受的党和政府
的温暖，使他们焕发出积极向
上的精神状态，奋力赶上通往
小康路上的这趟列车。

(杨波)

阳谷西湖镇持续提升扶贫工作水平

为进一步夯实“两不愁，三保
障”水平，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针对部分建档立卡
贫困户因为自身特殊原因，不能及
时到医院办理慢性病证，无法享受
慢性病门诊就医报销的情况，市扶
贫办联合医保局对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患有疑似慢性病的人口
大数据进行筛查鉴定。通过医保局
反馈筛选比对结果，临清市戴湾镇

镇1845名疑似慢性病患者中193名
符合办理慢性病患者，并为其办理
好了慢性病病历本。

近期，各帮包责任人为193名贫
困户送去了慢性病病历本，为其讲
解宣传健康扶贫可以享受的门诊
慢性病报销待遇等，并对于不符合
慢性病证未达到门诊慢性病标准
的贫困患者做好解释工作。

(张博)

小小病历本 浓浓扶贫情

陈蒙蒙，2011
年山东交通学院
本科毕业，现任高
东高速项目部政
工部副部长，负责
项目部政工及办
公室工作，春节后

办公室主任调离，她全面接手了项
目部办公室工作。从早晨厨房买菜，

员工配早餐奶，晚上加班整理党建
资料，每项工作都是细致认真，普通
的工作每天都能认真的去干好就是
件不普通的事。白天的忙碌、晚上的
加班让她感觉到一点累但她却没有
一丝抱怨。巾帼不让须眉，在办公室
同事谷雪玉的协助下，陈蒙蒙把办
公室工作干得井井有条，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并且继续向好迈进。

姚敏，陈蒙
蒙的大学同学，
现任高东高速项
目部副经理，分
管 对 外 协 调 工
作，三工区经理
调离后，他接手

三工区现场施工管理，三工区主要
负责茌平东互通立交，是二标全线
工程量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重点
控制性工程。姚敏接手工区现场管
理后搬到工区驻地，与自己的妻子
陈蒙蒙分“家”了，由于工期异常紧
张，他一心投入施工一线，只有周
例会才匆匆碰个面。看到又黑又瘦
了的老公，蒙蒙有些心疼，想多说

几句关心的话，姚敏都不给她机
会，又奔赴到了忙碌的夜色中。舍
小家顾大家，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
的本色，为了企业发展，把孩子留
给了父母，夫妻同行共建高速。在
项目部工程进展的关键时刻，他们
又挺身而出，分头攻战各个堡垒，
为高东高速早日顺利通车无私奉
献。务实、尚干、爱企、争先，中铁十
四局“实、干、家”精神在这一“家”
上体现。

在中国铁建又有众多这样的小
家为了大家而默默付出。在中铁十
四局“实、干、家”文化基因以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铸魂作用的推动下，四
公司全体员工正在稳步前行。

近日，莘县县委宣传部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十八里铺前李庄
村，为贫困户和全村百姓带来了一场扶贫文艺节目盛宴。

(李媛媛)

扶扶贫贫文文艺艺节节目目送送到到家家门门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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