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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粉墙黛瓦、雕镂精湛的古城
民宿，清真八大碗、运河什香面等
临清美食，欢乐小镇钢拉索网红
打卡第一桥……探古、寻味、创
新，在这座绵延千年依旧风姿绰
约的水上古城相互交融。

为丰富线上文旅资源推广，
助力文旅行业全面复苏，6月24
日，由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城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聊城媒体
联盟文旅行业评选委员会承办的
首届聊城“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
盛大启航。活动分为线下推荐、线
上投票、专家评审三个阶段，利用

“网红打卡”的时尚新方式，借助
网络红人、网红景区、网红景点等
资源，宣传推广聊城市各地文化
和旅游资源，提升聊城市文化和
旅游网络营销热度，实现流量效
应向经济效益的转化，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1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2 .聊城县署
3 .聊城泛舟东昌湖
4 .聊城不花民宿
5 .东昌府澄浆玉砚·郭庄
6 .东昌府东篱御笔·东昌毛

笔传习所

7 .东昌府非遗体验中心·欢
乐小镇

8 .东昌府古意盎然·东昌府
区博物馆

9 .东昌府翰墨书香·天天向
上书店

10 .东昌府湖畔之海·聊城海
底世界

11 .东昌府龙堤画舫·龙堤码头
12、东昌府聊街·欢乐小镇
13、东昌府历史文化馆·欢乐

小镇
14、东昌府聊城版“迪士尼”·

欢乐小镇
15、东昌府南山浮光·半日闲

民宿
16、东昌府曲水流觞·君为里

街区
17、东昌府润源达客栈
18、东昌府水城之眼·摩天轮
19、东昌府“陶”之夭夭·陶艺

展览馆
20、东昌府网红桥·欢乐小镇
21、茌平区茌平植物园
22、茌平区佳乡田园
23、茌平区玉兔临椿·中国兔

文化博物馆
24、茌平区枣乡情缘·栆乡生态园
25、临清市京剧会馆

26、临清市开元山庄
27、临清市舍利塔
28、临清市运河钞关
29、临清市醉美宛园
30、临清市知识海洋·临清市

图书馆
31、冠县灵芝文化产业园
32、冠县中华第一梨园
33、莘县康养胜地·柏庆温泉

度假村
34、莘县莘农华彩·中原现代

农业嘉年华
35、莘县水上长廊·徒骇河湿

地公园
36、莘县燕塔广场
37、莘县田园之乐·泰华生态

示范园
38、莘县钟灵毓秀·伊尹文化

主题酒店
39、阳谷县Do Jump蹦床公园
40、阳谷县蚩尤陵旅游区
41、阳谷县郝小厨私家秘制
42、阳谷县景阳冈
43、阳谷县金水湖公园
44、阳谷县刘邓大军强渡黄

河战役纪念园
45、阳谷县苏海动物“缘”·苏

海森林动物世界
46、阳谷县狮子楼旅游区

47、东阿县艾游玩·艾山风景区
48、东阿县郝小厨
49、东阿县金屋藏胶·东阿阿

胶世界
50、东阿县莓香四溢·黄起元

特色采摘园
51、东阿县致童年·王道口村
52、高唐县柴府花园
53、高唐县翰墨香浓·三十里

铺李奇村
54、高唐县潘佳驴肉
55、高唐县孙大石美术馆
56、高唐县森林公园·清平森

林公园远大游乐园
57、高唐赛时花朝园
58、高唐县生态古城骑行线
59、高唐县唐家果汇精品采

摘园
60、高唐县向阳花开·向阳花

开生态农业
61、开发区江北酿造文化博

物馆
62、开发区聊城滨河野生动

物园
63、高新区九州花开·九州洼

月季公园
64、高新区位山湿地公园
65、高新区薰衣草庄园·聊城

芳香文化博览园

66、高新区紫藤瀑布·聊城金
水城香油

67、度假区测腰神器·姜堤乐园
68、度假区锦鲤悠游·姜堤锦

鲤园
69、度假区哪吒驭龙·聊城动

物园
70、度假区四彩滑梯·聊城盛

景温泉
71、度假区水上石林·姜堤乐园
72、度假区旋转滑梯·聊城动

物园
73、度假区云中漫步·姜堤乐园
74、度假区追波逐浪·聊城盛

景温泉
75、度假区紫藤仙境·聊城南

湖湿地公园
(排名不分先后)

“网红打卡”点燃千年古城的人间烟火

首届聊城网红打卡地评选隆重开启

评选投票及参与奖励方案
详情扫二维码可看

张晓静是帮扶干部中的一
员，2018年下半年至今，张晓静
结对帮扶东昌府区堂邑镇周庄
村5户贫困户。

贫困户周桂平丈夫2012年
因病去世，她自己独自带着两
个儿子生活。张晓静每周都要
去周桂平家里待上半天，和周

桂平拉家常，疏解她内心的苦
闷。对于她帮扶的其他贫困户，
张晓静一样倾注了真情。她帮
贫困户打扫院子、帮没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买早餐等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扶贫帮
扶工作的，还有乔庄村的帮扶
干部路明惠。在她的用心帮扶

下，贫困户袁国军家中的环境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堂邑镇，还有许许多多
个像张晓静、路明惠一样的帮
扶干部，他们用情用心，倾注了
自己的辛劳和汗水，将党的温
暖送进了贫困户家中。

(魏立军)

东昌府区堂邑镇扶贫工作缩影———“用心用情开展帮扶活动”

“我现在已经脱贫了，日子
比原来好过了！”阳谷县定水镇
张八堤口村贫困户张广义那张
朴实无华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言语中透露着自信。像张
广义这样，在党支部帮助下脱
贫致富的贫困户在定水镇还有
很多。近年来，该镇高度重视基
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切实把村党支
部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坚强战斗堡垒。

扶贫先扶志，迈过脱贫“信
心坎”。张庆珠既是张八堤口村
的党支部书记，又是张广义的
帮包责任人。通过多次沟通交
流，张庆珠充分了解到张广义
的实际困难和想法，进行有针

对性的重点帮扶。在张庆珠和
村党支部帮助下，张广义夫妇
进行技术学习，张庆珠又利用
自己的人脉关系，多次为其联
系销路，村里的党员时常自发
到张广义的大棚进行义务劳
动，用实实在在的举动帮助这
对夫妇不断增收。

(申红敏)

阳谷县定水镇：支部帮过“三道坎”群众脱贫奔富路

“快进来坐下，你们来得真
勤，这么关心我、记挂着我，真
好。”聊城高新区韩集乡高墙村贫
困户王大爷家里的桌上摆放着一
个装药的纸盒子，这个看似简易
的“药箱子”是高兴韩集镇卫生院
家庭医生团队无数次细致深入开
展健康扶贫工作的缩影。

韩集镇卫生院家庭医生韩
林介绍，为了避免王大爷不按
时吃药或者乱吃药，他和队员

们找来了一个大盒子，把各类
药品按照每次的量分装好，让
王大爷每次饭后就吃一包，等
到家庭医生再来随访时查看有
没有剩余，就可以知道王大爷
是否按时按量服药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王大
爷病情得到明显控制，精神状
态也好了很多。如今来到王大
爷家里，他总是热情地走到门
口，把韩林让到屋里坐下，还拿

出他舍不得吃的水果给家庭医
生们吃。“我们总是给他说不
吃，但是老人总是说我们客气，
有时候没办法了我们就接过
去，走的时候再偷偷放回到桌
子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
韩林和同事们烈日下坚守、昼
夜不停奔走的感染下，“你们是
最勤快的人！”成为了村里人对
韩集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的
一致评价。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健康扶贫暖民心

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保持
现有帮扶政策稳定，扶上马送一
程”重要指示精神，探索拓展特
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持续推
动“两场同建”工程，坚持“大龙
头+新机制”工作思路，实现贫困
群众“抱团发展”的新格局。

一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
出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主体的

“头雁工程”和以村“两委”成员、

后备干部、优秀回乡创业者为主
体的“归雁工程”，评审拟定了12
名乡村振兴人才，为全区“两场
同建”工作提供了人才支撑。

二是培育利益联结机制。推
行“企业+基地+车间+贫困户”模
式，带动贫困群众在实现“不离
土不离乡”、“一身兼数职、多渠
道增收”上取得新突破。

三是推进“互联网+”消费
扶贫模式。利用全区信息进村入

户平台，建成142个集益农合作
社和村级电商合作点为一体的
村级一体化站点，在此基础上建
设高新区扶贫产业网上展厅，全
力助推全区消费扶贫工作。

下一步，聊城高新区将整
合全区扶贫产品，打包成扶贫
礼包，动员更多社会爱心人士
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
方式进行消费扶贫，帮助贫困
群众持续脱贫增收。

聊城高新区“大龙头+新机制”工程，提升扶贫辐射力

“没花一分钱，你就把门帘
安装好了。有了这个门帘，俺再
也不必担心苍蝇乱舞、晚上睡
觉蚊虫叮咬了，谢谢……”6月
14日下午，在阳谷县郭屯镇张
刘村，贫困户刘长友紧紧拉住
帮扶干部的双手，双眼充满激
动地泪水。

“为贫困户义务打扫卫生、
帮贫困户安装窗纱、个人出
钱给贫困户买米……”在当
前正在开展的贫困户大走访
中，郭屯镇党委、政府要求所
有帮扶干部对贫困户帮扶不
用忽视每一件小事，“真扶
贫、扶真贫”，要求每名帮扶

干部从贫困户生产和生活的
每一件小事细节入手，真情
帮扶，使贫困户得到实惠、得
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帮扶工
作中的“小事”，对贫困户来
说体现的却是比任何事情都
重要的大事。

(王金义)

阳谷郭屯镇：帮扶贫困户“小事”见真情

东昌府区郑家镇扶贫干部真
情帮扶贫困家庭团体，结对帮扶干
部与结对帮扶户“同吃、同住、同劳
动”，“零距离”帮扶结对户，助力脱
贫攻坚。

大孙村支部书记兼主任，专门
组织对贫困户胡同硬化，提升贫困
户居住条件，自己垫资亲自动手为
贫困户翻建房屋，为贫困户修缮院
墙厕所；王庄村包户干部侯长波亲

自动手为贫困户打扫卫生，真正努
力做到贫困户“双提升”；五圣村扶
贫专干李钦磊常常走街串巷落实
扶贫政策，自己出钱出物为贫困户
修缮房屋、改善贫困户生活条件。

帮扶干部与村“两委”和贫困
户一起拉家常，详细了解近段时间
包村工作队、帮扶干部脱贫攻坚工
作的开展情况等，鼓舞大家再鼓干
劲，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李远)

东昌府区郑家镇帮扶贫困户“零距离”

在阳谷县的一块麦田里，收割
机正在收割紫小麦。紫小麦富含花
青素，营养价值高，深加工的农产
品很畅销。种这片紫小麦的叫汪凤
华，人称“谷姐”，阳谷县十五里园
赵洼村村民，省劳模和市人大代
表，阳谷风华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理
事长。

当天，她的合作社里来了一帮
特殊参观者，去年十月份她送给贫
困户四千多斤紫麦种，今年她收获

早，让这些贫困户来观摩下紫小麦
到底长啥样。

汪凤华给贫困户算了一笔账，
紫小麦价格比普通小麦高出三
毛，种植管理和普通的一样。并
且，为解决贫困户后顾之忧，汪
凤华和他们签订回收合同，贫困
户的小麦她照单全收。谷姐的产
品销路不愁，通过免费送麦种，
既增加了原料供给，又帮助了贫
困户。

劳模“谷姐”紫麦扶贫

为扎实抓好精准扶贫工作，强
化扶贫干部的责任意识，促使精准
扶贫政策和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
处，东阿铜城街道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测评。

实行现场抽签作答的形式，随
机抽取3名帮包责任人，对帮扶贫
困户的家庭人员组成、身体健康状
况、家庭卫生、收入支出以及本月
走访情况进行现场讲说，并提出相
应的帮扶措施，共同研究、共同解

决，确保问题不留死角，促进扶贫
干部真蹲实驻、真抓实干。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测评，是对
全街道精准扶贫工作的一次‘全面
检验’和‘考核预演’。”铜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叶宝峰说，“街道将以此次
测评为契机，检验扶贫干部对扶贫
各项政策、业务知识掌握程度和应
用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迅速整改，
真正做到懂扶贫、精业务，切实把脱
贫攻坚工作推向深入。” (许银环)

东阿县铜城街道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测评

东阿县刘集镇查庄村查茂成，
建档立卡低保户，三口人。2017年底
镇帮包干部耿晓波刚帮包此户时，
其儿子已失联多年。查茂成视力残
疾，和妻子在家喂羊。

耿晓波不仅帮助查茂成申办
了残疾护理补贴，申办了残疾二级
55周岁提前领取养老金，还为其妻
子申办了经济困难老人补贴，养老
金，并帮助老人寻找失联的儿子。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耿晓波联系上

了查茂成的儿子。
经过耿晓波不断的沟通劝解，

去年年底老人的儿子回家了。疫情
过后，耿晓波给他联系人社局的工
作岗位，他没有去，决定和村里的
人去济南务工。耿晓波帮他申办健
康码。现如今，查茂成老两口看到
孩子健康回家，出门务工自己还能
享受扶贫政策帮扶，对未来生活充
满了信心。

(许银环)

东阿县刘集镇帮扶干部帮贫困老人找回失联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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