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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停业173天，聊城电影院这样熬过来
有的送外卖摆地摊维持生活，有的半年发了36万元工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国晓宁 实习生 李永鑫 熊丹丹

商场的昏黄灯光与影院里的预告荧屏相互呼应，荧屏里还是播放着大年初一的电影预告片。走廊里的花卉已经枯萎得不不成样子。7月18日，聊城华星国际影城正在为
恢复营业做着充足的准备。

7月18日上午，聊城华星国际影城的值班经理许占文正在和同事们打扫影院，他们认真打扫每一个角落，把灰尘都清理得干干干净净，等待迎接顾客的到来。他们足足
等了173天！

停业期间

每隔三天开一次放映机

“当时我正在香江市场购买
春节档期的物料，中午吃饭的时
候接到总经理的电话，让我先别
采购了，他说接到通知说要求停
业。这些枯萎的花卉都是为了春
节档期准备的，当时买了一千多
块钱的。”许占文指着走廊里枯萎
的花卉说。

停业后，随着《唐人街探案
3》、《姜子牙》等春节档期影片的
撤档，迎来的就是顾客的退票，有
的会员还不满意，许占文和他的
同事们一遍一遍地解释，还好，大
部分顾客都表示理解。

早在1月24日上午，聊城华星
国际影城总经理宋先臣还在办公
室里统筹着春节档期的人员、物
料等情况，中午的一条通知打乱
了所有的计划。“停业之前，本来
以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波及到聊
城，所以我们及时地购买了消毒
液、额温枪、口罩等防疫物资，没
想到的是全国都受到了影响。停
业期间，我们每隔三天就开一次
放映机，每次开机两个小时，以保
障设备的正常运行。”宋先臣说。

送外卖摆摊

只为等待影院重新营业

2017年，许占文就来聊城华
星国际影城工作，在三年的工作
时间里，对影城产生了很深的感
情。

自从1月24日停工后，他每天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搜索
关于影院复工的消息，他热切地

期盼着影城恢复正常营业。
虽然影院给员工们发着基本

工资，但是也不能够维持许占文
整个家庭的正常生活。“我送了一
个多星期的外卖，由于是兼职，一
单才给3块钱，我的电动车的电量
不够用，一天最多能送5单，后来
我就没有去干，在家门口找了个
肉鸡屠宰厂上班。”许占文擦着汗
说。屠宰厂的工作就是流水线挑
拣白条鸡，一天12个小时，卖力气
的活，许占文一开始不是很适应，
但是为了生活，只能坚持下来。最
令他不适应的就是厂区里没有时
钟，也不让带手机进去，没有了时
间概念，刚开始干的时候他总是
感觉时间过得慢，极不适应。

“我在4月份，疫情基本已经
控制住后，我就出去摆地摊了，当
时进了一些短袖去售卖，我就把
衣服放在车的后备厢里卖。虽然
赚的钱不多，但是这也是一部分
收入。”聊城华星国际影城前台工
作人员任芳说。

任芳在2016年就来到影城工
作了，虽然她在7月初应聘成功了
一家游乐场的前台，但是她听到
电影院即将能恢复正常营业的消
息后，毅然决然地回到影城工作，
只因为她与聊城华星国际影城有
很深的感情基础。

“现在回来上班的有10个人
左右，都是对影院有感情的老员
工。疫情之前有14位员工，影院停
业期间，4人辞职了，都是因为经
济压力才辞职的。”许占文说。

充满期待

忙到半夜不嫌累

7月16日中午，许占文得到低

风险地区影院可在7月20后恢复
营业的消息后，当天下午，他就辞
掉了屠宰厂的工作。7月17日一
早，他就起来赶往影城，为恢复
正常营业做准备工作。

“我来到的时候，由于跳闸
停电，春节前准备的一冰柜雪糕
都坏了，心里十分心疼。我每天
期盼的影院恢复营业即将就要
到来了，我内心非常兴奋。”许占
文说。

不只是许占文兴奋，他的同
事们也都干劲十足，不一会的时
间就把影院的员工更衣室打扫
了出来。

影院停业后，宋先臣每天都
会搜寻关于影院何时可以营业
的消息，然后学习很多的知识来
为以后经营影院做准备。这期
间，他看到过很多次关于影院何

时恢复正常营业的消息，后来经
过证实，都是谣言，后来他就对
这些信息麻木了，不再去关注。
但是对于影院何时能够恢复营
业的期待没有降低过。

“7月16日下午4时，一个朋
友给我发来影院要恢复营业的
消息，当时，我就紧急通知员工
来影院打扫卫生，收拾东西，为
营业做准备，忙到晚上11点才回
到家，回到家躺在床上之后，我
才兴奋起来，影院又要恢复营业
了，感觉跟做梦一样。一直兴奋
到凌晨两点多才睡着。”宋先臣
兴奋地说。

经过这次影院停业，宋先臣
总结经验教训，对影院未来的发
展规划也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他打算在不影响影院正常营业

的情况下发展电商，打造大数

据下的社区团购平台，他对未来
的影院经营状况充满希望。

六个月没营业

发了36万元工资

7月18日下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看到，聊城新世纪影
城的门口已经摆放好了刚送来的
两株发财树，影城的员工正在做
着营业前的准备。

聊城新世纪影城的赵经理也
在影厅里忙着检查放映设备。“看
到影院可以恢复营业的消息后，
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营业之后的经
营状况，之前的六个月，房东为我
们免去了房租，营业后房东肯定
会收房租，一个月房租就20万，我
担心营业之后的经营惨淡，会更
加打击我们这些从业者的信心，
到时候我们会更加有压力。”赵经
理说。

“我们影院有30位员工，在没
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我们影院
每个月坚持为每位员工发2000块
钱的基本工资，坚持了六个月了，
一共发了36万的员工工资。”赵经
理说。

赵经理的新世纪影城能够坚
持下来，靠的是家底和作为影院
人的信念。

“如果影院停业再持续半年，
我也会坚持不下去，没有收入，只
有投入，谁也会坚持不下去的。”
赵经理说。

赵经理介绍，影院恢复营业
后，影院放映的大部分都是《战狼
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
球》等优秀的国产老影片。新影片
会随着观影人数的增加来进行定
档公映。

7月18日，聊城华星国际影城的工作人员认真打扫影院，等待迎接
顾客的到来。

60亩地，8万多棵，站在风
景优美的金堤河北岸，向阳谷
县张秋镇东街村的方向俯视望
去，一片楸树林栽种得整整齐
齐、树干通直、长势茂盛，煞是
壮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19
年4月，东街村第一书记申利杰
和驻村工作队员姜雨刚来到村
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高低不
平、杂草丛生，堆满了秸秆、落
叶和建筑垃圾的村头荒。

第一书记来村后，一件又
一件的难事都办成了，党员、干
部和群众的信心与精气神也都
打起来了。支部建强了，党员队
伍就有力量了，群众也就有主
心骨了。如今，从疫情防控中
缓过神来的东街村乡亲们，早
晚都爱到堤边和村北走一走，
看一看那些长势旺盛，能够给
村庄带来财富的楸树林，感受
一下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的喜

悦。好事成双，就在村党支部
对今年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
困家庭进行收入评估之时，第
一书记带来的产业扶贫资金
投资项目收益也如期兑现，首
年8%的投资盈利将为村庄带
来8万元的集体收入，而今年
的公益性项目资金也已经过
初步的研究讨论，计划用于光
伏发电项目，东街村将同时踏
上多条致富路。

第一书记在阳谷县张秋镇：建强支部兴产业 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

街道纪工委认真履行监督
职责，切实把督促巡视整改作
为强化政治监督、日常监督的
重要抓手，不断加强党委落实
整改主体责任的监督检查；充
分利用街道财政、审计、民政、
人社、扶贫办等部门的有效资

源，通过张贴举报办法等方式，
对标扶贫台账、实地走访和各
类巡察以及扶贫、审计、财政等
部门反馈的问题开展监督检
查，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把从严从实要求贯穿始终，聚

焦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坚持以党纪党规为尺
子，以事实为依据，综合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县纪委
通报的扶贫领域有关案例坚持
以案促改，举一反三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通报，以示警人。

阳谷县狮子楼街道：纪工委落实扶贫整改监督责任

连日来，嘉明经济开发区
开展慰问贫困家庭活动，将党的
好政策好消息送到贫困户家中，
帮扶人员为贫困户送上生活用
品等慰问品，与贫困户亲切拉家
常，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

存在困难，叮嘱他们遇到困难及
时与帮扶责任人联系。

嘉明经济开发区民政负责
人崔正博来到十里铺村对该村
贫困户进行走访，走访过程中
因贫困户赵爱华因患有精神病

不见外人，无法去理发店理发，
崔正博利用家里的剪子为赵爱
华理发，让贫困户身心享受慰
藉。从心里感恩党的好政策，感
谢扶贫干部的好行动。

(刘灿 马建富)

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走访贫困户提升贫困证明家庭幸福指数

今年以来，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中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堂邑
镇组织帮扶干部、签约医生、扶贫
专干等人再次深入村落一线，通过
随机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场查
阅资料等方式查缺补漏补弱项，全
面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和成效。

通过了解健康扶贫政策落实、
贫困群众医保结算等情况，做到扶
贫对象医疗保险“应保尽保”、家庭

医生“应签尽签”、医保待遇“应享
尽享”、慢性病卡“应办尽办”、健康
政策“应知尽知”、扶贫基础资料

“应规尽规”。
“现在政策好啊，我们不仅能

报销大部分医药费，还有专门的医
生为我们检查身体。”家住堂邑镇
张屯社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姚某
对来访的帮扶干部竖起了大拇指。

(魏立军)

东昌府区堂邑镇：落实健康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嘉明医保负责人张艺腾
联络区医保局和东昌府人民医院
慢性病专家现场为贫困户办理慢
性病相关事宜，医保局和慢性病专
家来到嘉明，医保负责人张艺腾把
患病贫困户集中到现场，逐一对患
病贫困户进行集中鉴定。

下一步，将及时关注贫困户慢
性病申报工作，积极宣传慢性病政
策，密切关注贫困户住院情况。对
有住院病历、符合慢性病申报条件
的贫困人员帮助其申报，确保嘉明
开发区贫困户享受各项医疗优惠
政策。 (刘灿 马建富)

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帮扶贫困户申请慢性病

张秋镇为解决脱贫攻坚工作
中鳏寡孤独贫困户家中卫生差的问
题，用足用好扶贫政策，开发了“双
提升”扶贫公益岗。在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招聘了8人为鳏寡孤独贫困户

打扫卫生，即实现了贫困户家门口
就业，增加了贫困户收入，又解决了
鳏寡孤独贫困户家中卫生差的问
题。为全镇脱贫攻坚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县张秋镇用好公益岗，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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