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和济南市举行清明祭扫活动

缅怀先烈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大众日报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房贤刚

苍松翠柏寄哀思，绿水青山
映忠魂。在清明节即将来临之
际，4月1日上午，山东省和济南
市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
共同举行清明祭扫活动，向革
命先烈敬献花篮并瞻仰烈士
墓，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铭记党的历史，缅怀烈士功
绩，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

省委书记刘家义，省委副书
记、省长李干杰，省委副书记杨东
奇出席活动。

上午9时，祭扫活动开始。《义
勇军进行曲》响起 ,全场高唱国
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
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
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并致少先队队礼。

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济南市
委、市政府，省各群众团体、各界

群众、少先队山东省工作委员会
名义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开。花
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
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刘家义、李干杰缓步上前，仔
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拾
级而上，来到革命烈士墓前，怀着
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王尽美、邓
恩铭等烈士墓，俯身鞠躬并献上
手中鲜花，深切缅怀他们的丰功
伟绩。

刘家义说，今年是建党一百
周年，回首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
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才

换来今天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
活。在清明节之际，举行祭扫活
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要
通过祭扫，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
尽哀思，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各项
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告慰先烈英灵。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
依次走到革命烈士墓前，献上手
中鲜花并瞻仰烈士墓。大家表示，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史
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扎实工作的
具体行动，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实落地，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
百周年。

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省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省有关部门（单位）、
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济
南市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
500余人参加活动。

牛伟国：驻村扶贫路上的“老黄牛”
每个困难群众都是他的“心头肉”，他说，扶一把就有希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杜亚慧 冯沛然

让百姓钱袋子鼓起来

机器轰轰作响，大圈村能
人张学业办的业丰机械有限公
司厂内一派忙碌景象。谁能知
道，就在两年前，这个厂子几乎
濒临倒闭。牛伟国到村后发现
这一问题，便跟张学业昼夜研
究相关政策，对标提升改造，跑
省市办手续，搭平台找资金，现
在业丰机械摇身一变，已经成
为潍柴集团的一级供货商，年
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

对于这个村里的“大企
业”，牛伟国心里有笔账。“我们
本村的，就有100多人在厂里做
工，增加了收入，在家门口就能
就业。”牛伟国掰着手指头，“企
业效益好了，也愿意积极捐资
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

不过，让牛伟国花费更多精
力的是，是做强村里的产业，让村
民致富有门路，农村发展有活力。

“产业发展了，老百姓的钱袋子才
能真正‘鼓’起来。”牛伟国说。

为发展经济，牛伟国带领村
支部一班人制定起长远规划———
主要发展以大棚樱桃、碧玉猕猴
桃为依托的乡村林果种植业，辅
以休闲旅游采摘，走好能人带领、
党员干部帮包，从少数富到群体
富、再到全村富的路子。

说了算，定了干。当年该村
两委就组织发动群众流转土
地，种植200亩碧玉猕猴桃，村
南果树种植集中区成为集休
闲观光、农事体验、农家乐旅
游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村集
体年收入达到50万元、贫困户
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

“扶一把，就有希望”

牛伟国刚一进屋，床上坐着
的高玉莲就冲他招手，脸上的每
一条皱纹都藏着喜悦：“牛书记又
来看我了！”90岁高龄的高玉莲老
人曾是村里的低保贫困户，因行
动不便，很多事需要人帮忙去做。
牛伟国到村后，基本上每天都去
她家转转，帮着解决问题。如今老
人已经脱贫，牛伟国仍惦念着，时
不时就要来看望。“老婆子心里真
是热乎，牛书记就跟俺自己孩子
一样亲。”提到牛伟国，高玉莲老
人嘴里的好话停不住。

在大圈村，像高玉莲这样

的脱贫户还有68岁的楚华信。老
楚妻子去世，儿子在外工作不回
家，平时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住。牛伟国在村里走访贫困户，
一到老楚家被吓一跳，这老屋破
败，院内满是垃圾杂草无处下
脚，乍一看还以为没人住！

怎么才能把这个家给扶起
来？牛伟国从危房改造入手，
带着村干部和党员一起给老
楚修老房、清垃圾，还把院墙
都粉刷了一遍，破败老屋变得
开阔敞亮。

高玉莲、楚华信只是牛伟
国扶贫路上的一个缩影。在之
前帮扶的石河村、团山子村、南
王家庄村，每个贫困户家中都
有他忙碌的身影，每个困难群
众都是他的“心头肉”。牛伟国
说，贫困户必须靠干部来扶一
把，“扶一把，就有希望。”

“牛书记”与“牛嫂子”

2019年，牛伟国驻大圈村不
到两个月，妻子宋春梅查出患有
重大疾病，需要立即动手术。组织
上考虑到牛伟国所驻村庄离家
太远，不方便照顾家属，提出替换
驻村人选。牛伟国却说：“脱贫攻
坚战一日不胜，我就一日不撤。村
里的扶贫工作刚有头绪，这点困
难我能克服。”

咋克服？妻子手术刚做完，
牛伟国忍着愧疚将妻子委托给
亲戚，自己赶到村里迎接扶贫
检查。妻子出院当天，他就带着
妻子一起驻到了大圈村。

久违的农村生活，宋春梅
起初颇不习惯，但让她惊讶
的，是村民对自己的热情。“他
们喊我‘嫂子’，说牛书记给俺
们村里干了好多实事，俺们感
激得很，嫂子有啥需要，俺们
来帮。”

村民们总爱给夫妻俩送点
东西。晚上在村里散步，宋春梅

被大娘塞了一袋黑芝麻种子。牛
伟国晚上加班回家，刚进屋就听
见大门外“咚、咚”两声叩门声，
打开一看，人已经跑远了，门外
躺着个塑料袋。夫妻俩一打开，
是几块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生姜，
还带着新鲜的泥土。村民用他们
最淳朴的方式，表达对牛伟国
的感激，也让宋春梅进一步理
解了爱人前几年驻村的不易，
理解了他的为民情怀。

“老黄牛”还要往前“犇”

8年扶贫历程，牛伟国累计
募集款物1820万元，带动吸引
社会资金投入6000万元，用于
贫困村基础设施改造、扶贫产
业发展等。

其中，硬化路面12万平米、
建设文化大院3处、修建温室大
棚12座、发展农业基地8处、扶
持发展奶牛养殖场1处、建成分
布式光伏发电200kw、自己捐款
捐物2万余元，帮助安置28名弱
劳力残疾人就业……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牛伟国被授
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
号；3月31日晚，脱贫攻坚一线

“齐鲁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举
行，牛伟国又荣获脱贫攻坚一
线“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八年扶贫，牛伟国把最美好
的时光奉献给了农村脱贫事业，
这位驻村扶贫路上的“老黄牛”
说，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接下来，
见证了乡村巨变的他，还要继续
铆足“牛劲儿”往前“犇”。

山东婚姻登记
照相全免费

自2021年4月1日起，山东所有
婚姻登记机关免费提供婚姻登记
证件照拍摄打印服务。这是继婚姻
登记取消工本费、复印费后，山东
一项新的便民举措，标志着山东婚
姻登记办理进入零收费时代。

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
记、离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证业
务的当事人，可以现场免费拍摄
打印婚姻登记证证件照片。此外，
自带照片符合规定的，婚姻登记
机关亦予以采用。 新华

省属事业单位初级岗
招录4月22日报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3月26日，省委组织部、省人
社厅联合印发《2021年度省属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实施方案》，
对今年省属事业单位初级综合类
岗位统一笔试工作进行了部署。

本次招录报名时间为4月22
日9：00至4月26日16:00，考生可
通过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报名，5
月22日9:00至11:30进行笔试。

综合类笔试只考一科，考试
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政治经济理
论、时政方针、科技知识、省情省
况等基础性知识和综合写作。

社保卡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今起至6日暂停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清华

4月1日，记者从济南市医疗
保障局获悉，根据国家医疗保障
局通知，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信息中心机房搬迁，社保卡相
关服务将于4月2日 (星期五 ) 17 :
0 0至4月6日 (星期二 ) 8 : 00中断。
受此影响，国家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社保卡服务暂停，参
保人无法使用社保卡进行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含住院
和门诊 )。济南市参保人在本市
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药店的就
医及结算不受影响。

服务暂停期间，济南市参保
人在异地联网定点医院进行普通
门诊统筹或门诊慢性病结算的，可
先行垫付医疗费，然后到济南市医
保经办机构办理手工报销手续。

在异地联网定点医院住院治
疗的，可暂缓办理出入院及结算
手续，等系统恢复正常后进行补
办或回济南市办理手工报销。

济南市医保部门已向全市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发布跨省异地就
医结算系统社保卡服务暂停通
知。外省参保人来济南市联网定
点医院住院的，可暂缓办理出入
院及结算手续，等待系统恢复正
常后进行补办。

A03壹读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编辑：于梅君 美编：陈华 组版：颜莉

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在农村长大，熟
悉情况，我能行！”牛伟
国，山东省潍坊市发改
委驻峡山开发区大圈村
第一书记，自2013年起，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一干就是8年。
为不耽误工作，还携生
病的妻子一起驻村，成
了村民交口称赞的“牛
书记”与“牛嫂子”。

3月25日，记者走进
大圈村，采访这位扶贫战
线上的“老黄牛”。

牛伟国在驻村的猕猴桃园里查看猕猴桃长势。

牛伟国获评“齐鲁时代楷模”。

■齐鲁时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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