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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291处村级食堂“暖胃聚心”
食堂工作人员全是村级志愿团队，不仅让老人吃上了“暖心饭”更聚拢了乡村传统“精气神”

日前，荣成市115家暖心食堂
同日集中开业。据悉，为让老人们
吃上“暖心饭”，今年，荣成市还将
为农村80周岁以上老人、农村特
殊困难老年人每周提供5次以上
免费用餐服务，到9月底前覆盖全
市40%的村居，其中乡村振兴样
板片区覆盖率达到60%以上。

“一村一策”

建成暖心食堂291处

临近中午，王连街道东岛刘
家村，距离“暖心食堂”开饭还有
一段时间，村民刘仁德就开着电
动三轮车来了，老爷子安排得明
明白白：“净衣社”洗洗衣服，“利
民社”再剃个头，就到饭点了……

这个“暖心食堂”可谓声名在
外。村党支部书记刘俊军算了一
笔账：原本10万元也拿不下的暖
心食堂，从2018年11月运行至今，
不但没花村集体一分钱，还结余
了1 . 5万元。

但起初，刘俊军却曾一宿一
宿睡不着觉：场地、设备、人工、食
材，需要一大笔钱，建起来了，又
怎么“转”下去？

这不只是刘俊军一人的困
惑，2019年初，市民政局曾专门做
过一次调查：全市近800个村，若
想让80周岁以上老人都吃一餐免
费热饭，一年保底也得3000万元。

事关老百姓一餐一饭的大
事，再难也得干！

从去年年初开始，荣成市组
织相关人员走村入户，深入调研
后认为，“暖心食堂”绝不能搞简
单粗放式复制，而要根据村情“一
村一策”，确保暖心食堂开得起
来、群众认可、运营长久。

对于村集体收入50万元以上
的村居，荣成市大力支持其盘活
原有设施、场地资源，开办村级互
助型食堂，运营费用由村集体经
济保障。

东岛刘家村走的就是这个路
子，在刘俊军的带领下，老人们一
开始在村南的一排板房中吃饭，
现在搬到了重新修葺后的老村委
大院。市级补助解决了冰柜、空调
和灶台等大件儿，原本最“大头

儿”的人工，靠着“信用+志愿服务
+福利待遇”模式，都被志愿者包
了。

去年，村里辟出了19亩地的
“爱心农场”，种的水果和蔬菜不
光够老人吃，还常有盈余。刘俊军
打得一手“好算盘”：“就说1亩地
瓜，小的做成粉团卖，大的送去工
厂食堂，中型的留给老人吃，我们
还挣了5700块钱。”

对于村集体收入薄弱村，则
由村集体提供场地和就餐用具，
引入配餐企业、养老机构提供送
餐、配餐服务。宁津街道留村“暖
心食堂”与当地威海德信红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后，不光饭菜
上了几个档次，管理运营也更加
专业。

此外，还有由村集体主办，老
人不集中就餐的暖心饭盒型，通
过市场化运营或自建厨房配送份
饭、志愿者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
提供助餐服务。市民政局联合泰
祥集团，计划打造4至8处集中配
餐点，已经确定134个村为配餐对
象。

今年，荣成市把建设335处暖
心食堂列为民生实事，安排不低
于380万元的“暖心食堂基金”，目
前已建成暖心食堂291处，日均服
务老人1766人。

“信用+志愿”

从“大锅饭”到“个性餐”

早上8时30分，斥山街道盛家
村暖心食堂里的志愿者已经忙活
开了，肉炖芸豆半熟，鸡蛋茭瓜还
在炒，又大又软的花卷可以出锅
了……

58岁的“厨师长”王本蓝是这
后厨的“一把抓”，配菜、剁馅、颠
勺，一刻也不闲。

年初，盛家村在原有幸福院
的基础上，打造了820平方米的暖
心食堂，可容纳180名老人同时就
餐，这样的规模在周围几个镇里
也是头份儿，没有个“主事”的可
不成。

王本蓝过去是做服装生意
的，退休后在家带孩子，可当村党
支部书记盛跃松请她“出山”时，

她一点没犹豫：“我们村的信用积
分一季度一表彰，开大会，挂红
花，得奖励，多美气儿！”

荣成市暖心食堂运行的“秘
笈”是“信用+志愿”。2012年，荣成
市在全省率先启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信用积分与村民福利等挂
钩。

今年5月，荣成市又进一步出
台《“暖心食堂”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引导志愿
者积极参与暖心食堂，村居成立
暖心食堂“巧厨娘”志愿服务队，
根据参与志愿服务的次数、时间
等赋予个人一定信用加分，作为
信用激励的依据，通过“积分+兑
换”“红榜+灰榜”等方式，实现志
愿信用同频共振。

如今的荣成，志愿者已经成
为暖心食堂的中坚力量，而且越
做越精细。

在人和镇北齐山村的“暖心
伙房”，志愿者为老人们制定了

“暖心饭盒个性化菜单”，69个服
务对象的身体状况被登记在册，
谁不能多吃盐，谁喜欢吃海鲜，谁
不能吃肥肉，志愿服务队队长陈
喜妮心里倍儿清楚，一份份热气
腾腾的“个性餐”经她手分装好，
由志愿者直接送到老人家中。陈
喜妮说：“慢慢的是真爱上了这付
出的感觉，信用积分就像一粒粒
种子，激发了大伙内心向善的热
情。”

目前，荣成市335处食堂的所
有工作人员已经全部由村级志愿
团队组成。

“基金+捐助”

爱心食堂运转有保障

种下一粒种子，收获的是整
个春天。

在夏庄镇后寨村暖心食堂，
最热闹的时候，要属餐前的一小
会儿，村文化志愿者刚刚表演完

“看俺村美丽宜居”的快板节目，
又一起讨论起“美丽乡村”建设情
况，说话间，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鲅
鱼水饺端上桌子……

今年，荣成市不断给暖心食
堂“加码”，开展“餐前一刻钟、温

暖老人心”活动，有条件的村居暖
心食堂都安装了电视机、设置了
图书角或阅报栏。在老人就餐前
的等候时间，组织表演文化节目、
播放主题宣传片、为老人读报、开
展话题讨论等。

不仅如此，暖心食堂在传统
节日、老人生日等节点，还要开展
文艺演出、吃长寿面、生日蛋
糕……一桩桩贴心的服务，让更
多的老人在感动之余，自觉地由
关爱对象变为宣讲主体，他们结
合自身经历，讲述好人好事，教育
子女以及身边的人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把暖心食堂变成了传
递党和政府关爱的“暖心驿站”。

更多的改变在悄悄发生着。
盛家村妇联主席盛艳华说，

这两年她最大的感觉是，人心聚
起来了。去年，村里的7000棵桃树
要收果子，一下子来了300多村
民，2个小时就摘完了。

2月，刘俊军曾在村里大喇叭
喊话：“凡是70周岁以上的孤寡老
人，一律谢绝捐款。”他苦笑，这是
不得已，大家热情太高。一位叫刘
秋荣的村民，本在济南女儿家里
照看孩子，自从知道村里成立了

“暖心食堂”，老人凑了1000多块
钱非要捐助。在外地的都这样，在
村里的村民积极性更高。

不仅村民，更有越来越多的
爱心企业积极加入，目前已有40
个暖心食堂被爱心企业认领，企
业共捐助物资80余万元。

荣成市级每年也安排不低于
380万元的“暖心食堂基金”，并向
社会募集，充实基金池子，对服务
经济薄弱村、运行优良、服务人群
多的运营方进行奖补，目前已向
社会募集基金50万元统筹使用市
级农村信用基金，验收通过奖励
村居1000元。市文明办设立200万
元“暖心食堂志愿服务专项资
金”，志愿服务团队常态化参与

“暖心食堂”，按照不同模式给予
志愿服务团队“点对点”奖励。

跟笔者聊天时，刘俊军说了
好几次，他有一个愿望：现在暖心
食堂只能管老人们一顿饭，他想
再加把劲，拼一拼，把一顿饭变成
三顿饭。 (荣轩)

得润社区:珍爱生命防溺水

助力创城文明行

为了提高辖区居民的安全意
识，做好暑假安全教育工作，防止
溺水事故的发生，得润社区第八、
九网格开展“珍爱生命防溺水
助力创城文明行”安全知识讲座。

网格员结合身边实际案例，
向居民讲解防溺水教育的重要性
和游泳中应注意的问题。暑期来
临，呼吁各位家长要加强对孩子
的教育与管理，经常进行预防溺
水等安全教育，不断提高孩子的
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严防意外
事故发生。

(汤春晓)

荣成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项目观摩培训第一期开班

7月20日，荣成市基层农技推
广改革与建设项目观摩培训班第
一期在虎山农业种植协会开班，
本次观摩培训班共举办4期，每期
3班次，共计培训农业科技示范户
1200人次。第一期培训班为期3天，
全市各镇街300农业科技示范户
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山东省科学院
李纪顺教授授课，针对西洋参病害
技术防控，李教授介绍了木霉菌绿
色防控西洋参土传病害技术，通过
土壤处理，拌种处理，减少杀菌剂
用量30%以上，为农业种植户西洋
参安全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培训班现场观摩示范推介了
虎山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无人机
喷药、机械喷药统防统治技术；西
洋参木霉菌拌种技术二年、三年
示范效果；并向参会人员发放了
生物制剂新型试验农药。

(曲丽)

成山镇：公益培训奏响书法乐章

近日，成山镇组织社区、老干
部之家志愿者在骏龙社区开展

“笔映初心、墨香四邻”公益活动，
免费为居民进行书法培训。

培训前，志愿者们了解到参
与培训的居民来自不同的行业，
于是在培训过程中因人施教，从
握笔、构建、落笔等方面对学员进
行逐个指导，确保其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书法作品。居民在志愿
者的示范指导下，一丝不苟、反复
练习，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通过开展书法公益培训，既
让社区居民接触书法，体验到书
法的妙趣，又为社区居民提供了
学习、交流的平台。下一步，成山
镇将定期组织社区开展公益培
训、特色讲座等系列活动，引导社
区志愿者、网格员用热情书写服
务，用创新打造服务特色，以责任
和担当为镇域发展贡献力量。

(岳明阔 梁茹)

荣成社保提标扩面 居民获得感有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
荣成市要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650
元提高到69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
每人每年5640元提高到6360元，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由每人每年7440元提高到
8280元。对分散居住的特困供养
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对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兜
底报销服务。

荣成市积极鼓励就业创业，
创新构建社会救助体系，稳步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让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更有保障。

今年46岁的张永岗，几年前
自己创业，经营一家五金店。创业

初期，张永岗面临资金短缺、周转
困难等问题。荣成市出台的创业
贷款担保基金政策，让张永岗的
生意获得转机，分两次得到无息
贷款60万元。

和张永岗一样享受到利好政
策的人不在少数。为进一步扩大
创业就业人群，荣成市出台的创
业贷款担保基金增至2732万元，
将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
原来最高的15万元提高至45万
元，今年已发放贷款228笔、共计
3399万元。同时，市人社局组织
3532人开展线上培训，43家企业、
761名职工开展“以工代训”，新增
高技能人才117人。

荣成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徐武
表示，人社部门围绕“减负、稳岗、
扩就业”目标，从岗位开发、供需
对接、创业扶持、政策保障等多方
面发力，加大线上线下招聘力度，
积极开展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提升
活动，主动对接企业兑现政策红
利，力求在促就业、保民生工作上
取得新突破。

崖头街道得润社区居民刘明
晓几年前患病，失去工作能力，只
能靠领取低保金维系生活。今年，
荣成市将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
月650元提高到690元。刘明晓表
示，低保金的提高对他的生活很
有帮助，很感谢党和政府。

“市民政局认真落实各项救

助政策，确保各类保障资金及时
准确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市民
政局副局长张权说道。

在崂山街道二疃村，78岁的
独居老人张启英正在暖心食堂
就餐。自去年村里开设暖心食堂
以来，她几乎每天都到这里吃
饭，既省心，又方便。今年，荣成
市在去年10个镇街原有22处暖
心食堂的基础上，将建设覆盖
40%村居的335处暖心食堂，目前
已建成291处，并根据村情“一村
一策”，原则上为农村80周岁以
上的老人免费提供“一餐热饭”，
目前已有137处投入运营，惠及
2000多名老人。

(毕俊娜 张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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