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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关注

“找到她，一定要当面感谢她”
为儿寻找救命恩人，聊城这对夫妻决定打持久战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者
国晓宁 实习生 刘昊)

救人后悄然离去，被救学生父
母坚持不懈寻找恩人，连日来，
聊城上演了感人的一幕幕。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先后以“全城
都在寻找你，救人“女侠”你在
哪儿？”、“男孩异物卡喉，生死
瞬间邻桌女孩果断相救，灰衣
小姐姐，你在哪？”为题对聊城
急救“女侠”进行了报道，接力
寻找这位救人的好心人。

救人的惊险一幕发生在10
月23日中午，高中生小谭放学之
后，和同学来到位于金柱大学城
小区南门附近的杨国福麻辣烫
吃饭。就餐时，被食物卡住了喉
咙，喘不上气来。这时，邻桌的一
位女士果断出手，用海姆立克急
救法对小谭进行了紧急施救。小
谭脱离危险后，这位好心女士悄
然离开。被救男孩父母一直在寻
找这位急救“女侠”。

10月29日上午，被救学生
父亲谭先生主动来到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聊城融媒中心，讲
述了他寻找救命恩人的经历，
并再次踏上寻找恩人的路途。

谭先生今年43岁，是一名印
刷公司的职工，他是特意请假去
寻找救人“女侠”。谭先生的儿子
是一名高三学生，今年18岁，被
救后已经安心去上学了。

谭先生介绍，他的儿子被
救后，他第一时间就驱车前往
金柱大学城南门附近的杨国福

麻辣烫店里寻找救人“女侠”，
他还给店老板张洪鑫留了自己
的联系方式。他对老板张洪鑫
说，如再看见救人“女侠”或者
她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联系他。

截至目前，谭先生已经寻
找了6天了。这期间，他多次沿
着金柱大学城小区那条路找了
好多家门店，但还是没有任何
关于救人“女侠”的消息与线
索。

“当时，我儿子想去感谢这
位出手相助的女孩，但是当时
老板娘带着附近的医生就赶到
了店里。医生咨询完，确定我儿
子没有问题了，才离开。老板娘
递过来一瓶水，让我儿子去漱
口。就在我儿子去洗手间漱口
的期间，这位女士和她的朋友
就默默离开了。我老婆就对我
说，一定要找到这位救人的女

孩，当面对她表示感谢。”谭先
生说。

为了尽快寻找到救人“女
侠”，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跟随谭先生来到了东昌府区公
安分局柳园派出所求助民警。
民警听悉此事的经过后很感
动，表示会帮助寻找这位救人

“女侠”。民警表示，一旦有了救
人“女侠”的消息，一定第一时
间通知谭先生。

谭先生表示，他是在单位
请假后来寻找的，只要有空闲
时间，他就会接着寻找救人“女
侠”，他相信一定能够找到这位
救人“女侠”。

“我一定要找到这位女孩，
要是没有她，我儿子就会有生
命危险，着实令人后怕，找到
她，一定要当面感谢她！”谭先
生说。

红圈处为救人的好心女士。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素有
“西瓜之乡”的美誉，许营西
瓜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的农
产品，牌子响遍大江南北，东
衣村是远近闻名的“西瓜专
业村”，早春西瓜远销全国各

地。
目前，随着西瓜种植的收

益稳定，增幅下降，为提高西瓜
收益，东衣村两委干部带领村
民积极探索。向外地西瓜种植
基地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在

整地施肥、定植、整枝压蔓、坐
瓜、追肥等各个环节不断探索，
找到适合本村实际情况的科学
方法，并积极教授给本村村民。
收入再上一个台阶，村民的生
活更好了。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东衣村积极探索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为推动冠县斜店乡脱贫攻
坚工作扎实有效开展，确保2020
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斜
店乡财政所干部立足本职工
作，明确职责，多举措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一是落实政策，助力
脱贫攻坚。斜店乡财政所根据
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及时办理

各项扶贫资金的划拨手续，保
证资金按时到位，保障扶贫政
策资金落实落地。二是加强扶
贫资金监督管理。斜店乡财政
所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确
保财政专项资金落到实处、取
得成效。三是明确责任分工，狠
抓责任落实。斜店乡财政所严

格明确财政所工作职责，积极
配合乡扶贫办等部门开展资金
管理和项目建设监督检查，全
面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
用情况。四是服务为民，落实惠
民补贴发放到户，切实维护农
民群众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切实利益。 (王辉)

冠县斜店乡财政所：积极履行职责，助力脱贫攻坚

阳谷县大布乡不断强化党
委组织领导，切实抓好扶贫问
题整改。

大布乡成立脱贫攻坚问题
整改督战工作专班，由党委书
记、乡长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
副组长，相关工作分管领导及

科室站所负责人为成员。工作
专班下设政策落实组和督战
组。政策落实组由副书记和人
大主任分别担任组长，具体负
责各项政策落实和解释工作；
督战组由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担
任组长，到村入户督战。对脱贫

攻坚工作再次进行自我解剖，
督促整改；对以往巡视巡察、审
计检查、暗访抽查等问题，进行
回头看检查，对整改质量不高
的问题督促帮扶责任人整改提
升。

(国瑞)

阳谷县大布乡：强化党委组织领导 抓好扶贫问题整改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聊城市阳谷县西湖镇党委、政
府不断加大扶贫问题整改力
度，确保扶贫问题整改效果。
西湖镇持续开展问题排査整改

工作。围绕“两不愁三保障”、饮
水安全及其他行业扶贫政策落
实，该镇进行全面自查工作，提
供扶贫问题自查，坚决防止出
现扶贫政策申请或落实不及时

的政策断档情况。全镇要展开
自查自纠，确保全镇在脱贫攻
坚中问题排查和整改“无死
角”。

(杨波)

阳谷县西湖镇：加大问题整改力度 确保扶贫整改效果

在高唐县梁村镇大刘一村，有
这样一位淳朴的农民，他自幼因患
病致身体残疾，他的妻子也因眼疾
导致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然而，面对
这样的家境，他却勤于学习、敢于拼
搏，用辛勤的双手闯出了一片新天
地，更赢得众乡亲的一致点赞。

他就是今年48岁的刘丙虎，和妻
子张华慧都是梁村镇建档立卡贫困
户。谈起现在的生活，他总是微笑着
说：“俺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几十
年来可谓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现在好了，既有党的好政策关爱，又
有很多好心人帮助俺脱贫致富，这
些都让俺的内心不断变得强大。”

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刘丙虎
一直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农闲时
积极寻求适合自己的增收之路。身
残志坚的刘丙虎，在镇村两级的帮
扶下，在大刘一村开了一间家庭磨
坊，为一家粮食企业代加工粗粮。
虽然收入不高，但解决温饱不成问
题，关键能照顾孩子和妻子。

(张波 王宏)

高唐县梁村镇刘丙虎：身残志坚“闯”出新天地

张富英是聊城高新区许营镇
姚庄村村民，在前期扶贫精准识别
过程中，被认定为一般贫困户。老
太太长年卧床，年纪日渐衰老，家
里越来越离不开人。在近期一次民
政部门组织的申请残疾人登记确
认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想到了这
一户的情况。老太太虽多年患病，
可是也未曾办理任何残疾手续，于

是就将张富英的情况报了上去。经
过专家、医生确诊，最终鉴定为肢
体二级残疾。

每月80元的护理补贴，为张富
英一家分担了部分生活开支。办理
了残疾证后，申请残疾人无障碍轮
椅、针对有残疾的贫困户办理低保
等一系列举措，让张老太的生活一
天天改善。

聊城高新区多措并举暖民心

阳谷县大布乡聚焦特困群体，
强化政策兜底。大布乡372名60岁以
上贫困人口和17名55岁以上重症残
疾人享受领取养老金政策；符合低
保和五保条件的贫困户全部实现
兜底保障；贫困户中残疾277人，其
中重度残疾159人，享受生活补贴的
231人，享受护理补贴的394人，享受
无障碍改造159人，实施精准康复
267人。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

贫户纳入即时帮扶；对于符合低保
条件的一般户，按程序纳入低保。
其中，招聘扶贫公益岗40人，主要
从事其所在村的保洁、绿化、公共
设施维护等。积极倡导孝善美德，
严格按照孝善扶贫方案要求落实
孝善扶贫政策，2020年共为137位困
难老人发放孝善资金26 . 796万元，
其中财政补贴2 . 436万元。

(国瑞)

阳谷县大布乡：聚焦特困群体 加强政策兜底

“俺种植辣椒卖了6000多元，西
瓜挣了5000多元，大葱开始刨上集
市卖了……”10月28日上午，面对镇
里的帮扶干部一笔笔地算账，高唐
县固河镇靳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刘希海很是感慨，“依靠发展绿色
产业脱贫致富走上小康路没问
题”。

聚焦薄弱环节，固河镇以促脱
贫、防返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和安全饮水为重点，全力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该镇对愿意发展中药

材、大棚蔬菜、菜花种植和肉牛肉
鸭、驴、山羊养殖产业的，给予一定
的奖补资金，对因照顾家中病人和
孩子无法外出的，安排村级公益岗
位，对因看病、上学开支大的，实施
政策兜底。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
安全饮水等硬指标，该镇地毯式排
查，逐项清零。全镇办理慢性病卡
200余张，贫困人口医疗保险全覆
盖，完成危房改造110余座，改厕846
户，户户吃上自来水。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三举措”防返贫再加力

在全国扶贫日来临之际，聊
城开发区农办工作人员为弱势
困难群体送上扶贫资金及暖冬
的物资，希望他们能过上一个安
定美满的秋冬。工作人员对开展
帮扶帮困活动十分重视，制定切
实可行的扶贫帮困计划，多次进
行 帮 扶 工 作 ，及 时 解 决 农 民 生

产、生活面临的困难。坚持问题
导向，因户施策。根据帮扶责任
人制定的个性化帮扶方案，找出
致贫原因以便“对症下药。详细
了解贫困村近年的发展规划及
村民生活状况，希望通过此次帮
扶，能为弱势困难群体献出一份
绵薄之力。

聊城开发区农办为困难群体送温暖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
处按照“政府引导、社会捐助、子女
尽孝、自愿参与”原则,与辖区年满
60周岁的老年人签订赡养协议 ,设
立“孝善基金”专户。期间多次召开
街道、社区、村干部会议，认真传达
孝善扶贫政策及相关会议精神并建
立了干部例会通报进度机制，督促

各村做好孝善扶贫政策的落实，保
障贫困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
村宣传栏公示、发放孝善扶贫明白
纸、村广播宣传、帮扶干部深入贫困
群众家中讲解等方式，调动贫困户
子女参与孝善扶贫的积极性。截至
目前，蒋官屯街道已经筹集孝善基
金13万余元，覆盖街道贫困户86户。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扎实推进孝善扶贫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
处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好
党建促脱贫攻坚，积极主动与贫困
户结对子，每名党员定向联系10名

群众，重点关注村内的向贫困户，
向其宣传各项扶贫各项政策，及时
了解贫困户的需求，通过这一活
动，实现了党性修养与脱贫攻坚工
作双提升。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抓党建，促脱贫

10月1日下午，高唐县固河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文
化站、镇扶贫办公室主办的“欢
度国庆、中秋双节活动周”文艺
扶贫志愿者演出活动，在固河
镇沙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拉开帷幕。该活动意在双节假
期期间，把高质量的，当地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
家门口，丰富群众的假期文化
生活，促进文化扶贫及精神文
明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此次文艺演出，节目丰富
异彩纷呈，每一个节目都展现
出当代群众的新活力、新面貌、

新风尚，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祖
国最深情的问候和最真挚的祝
福，让固河镇的群众深深地感
受传统节日蕴含的民族文化，
营造出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
国庆佳节氛围，让党员群众共
建共享温馨和谐社会。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举办“欢度中秋、国庆”文艺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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