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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决一餐热饭入手

暖心食堂提升农村老年人

的幸福感

9月2日中午，在乐陵市化楼
镇韩桥村365暖心食堂里，76岁
的村民韩道义刚吃完午饭，他坐
在位置上，和同村的几名老人聊
着家常。今天的菜谱是炖鸡和鸡
蛋菠菜汤，食堂内弥漫着香浓的
味道。韩道义吃得很满足，他笑
着说：“在这里每天都有肉，在家
里也没有天天吃肉啊！”

“11点开饭，大家来了就吃，
随便吃管饱，好多老人都吃胖
了，其他村都羡慕我们。”74岁的
村民宋秀明是一名党员，在暖心
食堂，她负责摘菜、擦桌子拖地、
刷碗等工作。

一个小小的食堂为何会得
到其他村的羡慕？韩桥村党支部
书记程玉海为我们解答了疑惑。
据程玉海介绍，“暖心食堂”是由
韩桥村党支部创办，采取“社会
捐赠+集体补贴+政府扶持”的运
行模式，专门为村内70岁以上老
人、残疾人、贫困户和65周岁以
上的退役军人提供免费爱心午
餐的场所。“韩桥村有486人，160
多人都在外地打工，留守老人很
多。村内老年人大多缺乏生活劲
头，饭凑合着吃，日子凑合着过
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了暖心食
堂，老人吃得好，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也放心，大家每天拉拉呱，

促进了感情，邻里矛盾也少了。”
程玉海说。

2021年以来，乐陵市本着
“政府扶持、村级主办、志愿引
领、社会参与”的原则，将“暖心食
堂”建设纳入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项目，由乐陵市民政局牵头抓，着
力打造村级“暖心食堂”，为70岁
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午餐，从
解决一餐热饭入手，破解农村“老
有所养”难题，撬动乡村善治。目
前，全市已建成8处暖心食堂。

“暖心食堂”撬动乡村善治，
实效明显。村里文化广场上老人
出来遛弯、社交的多了，闷在家
里看电视、在门口呆坐抽烟的少
了，老人们的身体素质明显增
强，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双强
化”。村风民风更加和谐，基层党
组织凝聚力得到提升，村内乡贤
回报家乡更加有劲了。

五步一景，十步一园

有一种幸福叫“走出家门就

是公园”

9月2日上午，刚下过一场雨
的乐陵，天气微凉，在乐陵市七
星乐园，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带着
孩子，玩得很开心。这是一个儿
童主题公园，利用率很高。在乐
陵市博雅公园，一些市民正坐在
椅子上，连着免费WiFi和亲朋好
友聊起了微信。“我天天来这里
遛弯，以前手机没有流量，也没

法上网看手机。现在政府安装了
免费无线网，手机上网不花钱。
每次遛弯时走累了，还能坐下
来 玩 玩 手 机 ，这 个 举 措 太 好
了。”提到乐陵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打造的免费WiFi，市民竖起
了大拇指。

原来，自今年6月开始，乐陵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打造智慧公
园，专门为博雅、龙山、清风等11
处公园打造了免费WiFi全覆盖，
实现覆盖面积30万平方米，每天
5000余名游客享受到免费上网
服务。市民在游玩、休闲时，也可
以享受便捷、高效的网络。为了
方便市民游玩，保障市民安全，
该局还在各个公园内加装视频
监控点120个，加装立体化音响
50个，实现全天24小时监控。同
时，建设“马路办公室”，将服务
力量沉到一线，岗亭内配有储备
物资，免费供市民使用。

城市公园是城市功能的重
要载体，是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
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出资，建设
公园，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另
一方面为市民休闲运动提供场
所，一个特色公园更是城市文化
的象征。体现乐陵历史文化的龙
山公园，体现乐陵体育产业发展
的奥林匹克公园，廉政教育为主
题的清风公园……五步一景，十
步一园。乐陵市以全域创建“无
废城市”“园林城市”为抓手，努
力建设青山常在、绿水常流、空
气常新的美丽生态家园，得到了
市民的一致好评。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是上
报表格还是购买生活用品，朱
集镇黄瓜许村脱贫享受政策人
员李秀兰都感觉特别省心，原
因是镇上给配备了专门的“村
民协理员”。

“李大娘，您把身份证和户
口本拿出来就行，我帮你填写，
你只需要摁手印就可以了。”朱

集镇村民政协理员宋美贞来到
李秀兰家里，帮她填写低保申请
材料。李秀兰说，她身体不好，也
不大会写字，诸如填表此类的事
情都要提前请村干部帮忙，每次
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现在有了村
民协理员，主动上门代办，省了
她很多的事儿。

宋美贞是朱集镇招聘的107
个村级协理员中的一员。她热心
民政工作，具备较好的业务能力
和实操能力，除了日常的入户走
访、核查家庭收入，做好农村低
保对象的精准认定等工作，还帮
困难群众申请医疗、临时救助，
并入户宣传党的惠民政策，让困
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温暖。

乐陵市创新实行村级协理
员制度，全市招聘村级协理员
1055人，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家
庭收入，做好农村低保对象的精
准认定、帮助困难群众申请医
疗、临时救助等上门代办工作，
实现社区(村)全覆盖。

除此之外，乐陵市还构建
“县级中转、镇级分拨、村级配
送”，市乡村三级物流快递服务
新体系。目前，设立村级服务网
点860处，乐陵市17个乡镇(街
道)全覆盖。并在城区以居民小
区为单位，先后设立快递驿站32
处，辐射小区43个。另外，乐陵国
有物业公司对城区30余处老旧
小区进行兜底管理。乐陵市还
制定了《全市物业发展规划》，
支持引导国有物业公司不断拓
展医疗、教育、购物等服务领
域，切实解决好服务居民“最后
一公里”问题。

为群众办实事就是要解决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

据悉，未来，乐陵市将再集
中出台一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举措，
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务实
举措，实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的
项目工程，着力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为打造富美
和谐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奠
定厚实基础。

更新改造老旧小区51个、总
投资1 . 85亿元的乐陵市中医院医
疗综合楼建设项目正在施工建
设、乐陵技工学校成功通过专家
评审验收……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乐
陵市领导带头制定“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民生项目清单，103个
部门单位发布458项“我为群众
办实事”民生清单，从身边的细
微小事做起，积极为群众解难
事、做实事、办好事，努力提升乐
陵群众的幸福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贾鹏 刘蔷薇 博博雅雅公公园园可可无无线线免免费费上上网网。。

老人们在乐陵市化楼镇双庙高村暖心食堂吃午饭。

本报德州9月14日讯(记者 王金刚)
为探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从农

村向城市延伸，今年，齐河县新建8处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9月9日，齐河县文明
办组织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现场观
摩会议。

观摩团先后到行政审批局、县委党
校、邱集煤矿、齐河五中、县医院、融媒体
中心、退役军人事务局、永锋集团等单位
进行了实地观摩，并对存在问题进行了
点评。

会议指出，各试点单位是根据具有
专业性较强的活动场所且具备能够广泛
服务群众的优势而进行确定的，在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阵地的同时，要根据群
众需求，以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统
筹推进功能建设、机制建设、平台建设，推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实现更富有活
力、更富有成效、更可持续的发展。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是该县推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实现更大发展、发挥
更大效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齐河县
以“大义齐河”道德品牌为引领，倾力打
造了“大义齐河·实践驿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品牌，通过“益”享齐晏、“艺”传八方、

“意”动方圆、“义”路有你、“E”面之缘等五
“义”，分别开展8+N志愿服务、“文化先行
官”项目、“规定动作”项目、“新时代文明
实践号”城乡公交车项目、“面对面”网络
直播工程，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积极性，搭建起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广阔平台，为建设

“富强、活力、幸福、美丽”新时代现代化文
明新齐河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本报德州9月14日讯(记者 王金
刚) 自8月31日，滴滴青桔共享电单车
在禹城市区投入使用后，亮相禹城街头
一周多的时间，吸引了大批市民的使
用；9月10日，美团共享电单车也正式在
禹城市区投入使用。至此，禹城市共有
蜜果、滴滴青桔、美团三类共享电单车，
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滴滴青桔、美团共享电单车各投
放1000辆，加上之前蜜果出行投放的
1500辆电单车，禹城市区共享电单车
已达3500辆，各运营商后续将根据市
民出行需求对车辆数量和区域进行
调整。在街头，已经可以看到有部分
市民骑行滴滴青桔，但也有部分用户
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方式及收费价格
还不了解。

据悉：滴滴青桔电单车骑行15分钟
内为2元钱，每超出5分钟另收费1分钱；
美团电单车骑行15分钟内为1 . 8元钱，
每超出5分钟另收费0 . 4元钱。在禹城市
区使用共享电单车基本上花费两元钱
就可以实现目的地往返。同时，为充分
保障用户骑行安全，各类共享电单车公
司还专门在车筐内放置了头盔，让市民
骑得放心、用得舒心。

新引进共享电单车既顺应了市场
竞争规律，进一步活跃了禹城共享电单
车市场，又让群众有了更多选择，满足
了市民短距离出行需求，做到低碳环保
绿色出行，得到市民一致好评。下一步，
禹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将做好巡查
监管工作，确保共享电单车市场有序繁
荣，让禹城人民更幸福。

滴滴青桔、美团共享电单车入驻禹城齐河新建8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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