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边维维修修边边看看演演出出，，活活动动真真热热闹闹””
昨日本报社区帮办走进世秀新区，帮大家免费修家电，还送上了节目表演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张倩倩 ) 5月31日，本报“社
区帮办”走进小东夼世秀新
区，活动现场不仅有家电维
修、法律咨询、家电清洗、免费
理发等，还有来自东山街道办
的东山乐无限艺术团的老人
们为居民带来的精彩表演，引
得现场居民连连叫好。

“我是第一个来的。”家
住开发区的崔阿姨一看到记
者便激动起来，说自己看《齐
鲁晚报》很久了，一直关注着
进社区的活动，家里的燃气
灶坏了，她一大早带着报纸，
坐公交车过来维修。由于前
来维修家电的居民很多，记
者按照先后顺序，给每位居
民写了一个号，大家排队等
待“叫号”。

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
次活动我们邀请到了东山街
道办的乐无限艺术团的8位
老人，他们为这次社区活动
带来军鼓、口琴器乐合奏，样
板戏选段，笛子独奏，歌伴舞

《过河》《纤夫的爱》，女声独
唱等节目。老人们穿着自带
的服装，在社区大舞台上尽
情表演。

“边维修边看演出，活动
真热闹。”修家电的居民一边
坐 着 等“ 叫 号 ”，一 边 看 演
出，乐得合不拢嘴。

同时，绿之源家电清洗
的刘师傅现场帮助居民清洗
小家电，山东鑫希望律师事
务所的郑德龙律师给居民答
疑解惑，儿童早教教育的老
师也给一些家长现场进行了
儿童早教方面的指导。

由于家电维修太火爆，
帮办活动直到中午12点半才
结束，现场很多居民向记者
反映，希望本报的“社区帮
办”活动下次能再来小东夼。

本报 5月 3 1日讯 (记者 张
晶 通讯员 李晓平 ) 近日，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与蓬莱阁街
道办事处举办合作签约仪式。协
议约定，学院的体育场、图书馆
等定期向街道居民开放，并协助
做好社区服务工作等。同时，蓬
莱阁街道办事处设立专项奖学
金———“蓬莱阁街道奖学金”1 0

万元，用于奖励或资助优秀学
生、贫困生等。

蓬莱阁街道为贫优生

设10万奖学金

本报 5月 3 1日讯 (通讯员
郑薇薇 记者 李大鹏 ) 5月28

日，幸福街道华信社区在芝罘区
人才工程“八个一”活动的基础
上，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开展“教
育 2 8”服务，与辖区烟台十一中
共同开展班主任进社区活动。5

月28日，校长傅建波与优秀班主
任来到社区，现场为家长开展中
考、家庭教育、小升初政策咨询，
活动受到了家长的欢迎。

华信社区“幸福28”

又添新内容

本报 5月 3 1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为倡导积极健康、文明
向上的毕业文化，同时缓解广大
农民买书难、看书难问题，5月中
下旬，烟台大学图书漂流站举办
了毕业季募书援建活动，鼓励毕
业生积极为农村图书室捐书。在
为期四天的图书募捐活动中，共
募得图书240余本，涵盖教育、文
学、艺术、商务、党建等书籍及杂
志，书籍将全部捐给海阳市留格
庄镇埠落村图书室。

“快毕业了，这些书不是被
当作废品回收就是卖了，现在把
书捐给需要的人，感觉挺有意义
的。”活动现场，一位大四毕业生
说。

烟大毕业生捐书

助力农村书屋建设

30日下午，王克勤作客巢空
间，讲述自己的公益经历。此前，从
未到过烟台的他受到西望桥公益
组织志愿者近一个月的“微博喊
话”，他备受感动，决定来烟分享。

由调查记者转身做公益，王克
勤将目标对准了尘肺病患者，联合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专项救治在
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缺少救助与关
心的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

“一群大学生能筹划起这样的
活动，非常了不起。”现场互动答疑
交流过程中，王克勤一次次被大学
生的热情和执着打动，决定6月中
旬在港城举行“大爱清尘”大型骑
行活动。

王克勤说，受青年志愿者热情
的感染，后期他还将考虑将更多活
动落地烟台，共同为山东的尘肺病
患者努力。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大爱清尘”项目

近期将落地港城

邓邓飞飞、、王王克克勤勤等等公公益益大大咖咖来来烟烟演演讲讲
为青年公益带来新角度、新视野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5月30日，受烟台大
学西望桥公益组织“微博喊
话”等方式邀请，著名调查记
者、“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

“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等
来烟演讲，为青年公益带来
新角度，新视野，寻找与公益
结合的最大可能。

5月 2 9日- 3 1日，烟台大
学西望桥公益组织在芝罘区
巢空间内发起了为期三天的
第三届半岛公益论坛。以“分
享，我的就是你的”为主题，
邀 请 邓 飞 等 知 名 公 益 人 从

“分享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公
益中有关分享的人和事，以
资源换取资源 ,以信任获得信
任。

5月30日下午3点，以“解
决社会问题的不同方法”为
题，邓飞分享了自己由调查
记者转身投入免费午餐、中
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公益
项目及着手创立“ e农计划”

社会型企业中遭遇的问题及
解决问题的方法。

继去年从烟台大学收入
两 名 志 愿 者 进 入 团 队 工 作
后，此次分享过后邓飞又邀
请了四名大学生志愿者“入
队”，并称将寻找合适的机会

将“ e农计划”等项目落地烟
台。

同时，“大爱清尘”发起
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
克勤也以“对沉重的社会苦
难问题之坚韧推动”为题，分
享了自己从调查记者发现问

题、转身发起公益项目解决
社会问题的历程。

近 两 个 小 时 的 分 享 过
后，邓飞、王克勤等公益大咖
又参加互动交流活动，解答
年轻大学生和公益组织负责
人的公益困惑。

今今晚晚幸幸福福部部分分区区域域停停水水施施工工
停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10点，相关居民请注意做好蓄水准备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张
倩倩 ) 记者从烟台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了解到，因市自来水
公司要对环海路DN600供水管

道进行改造，定于6月1日21时
至2日10时，进行停水施工。届
时，幸福中路路口以北的环海
路两侧，以及北岛区域将停水

施工。同时，市自来水公司将利
用施工停水时间，对该区域供
水管道进行清刷、消毒。

请上述区域的居民做好蓄

水准备，以防施工给生活用水
带来不便。如果居民有疑问，可
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电话6655000。

天气越来越热，对于老人
来说，头发短些既方便又凉快，
但不少社区老人理发并不方
便。因此，这次社区活动，本报
邀请了嘉奕造型的理发师来免
费为老人理发。2个小时的时间
里，两位理发师一共为20多名
老人理发。

嘉奕造型的安经理说，周
末店里的客户很多，但为了这
次社区活动，他提前通知了一
些重要客户，以后还会多多融
入到社区活动中来。

本报记者 张倩倩

专业理发师

免费给老人理发

帮办现场，理发师为居民免费理发。

东山街道办的乐无限艺术团为居民带来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5月30日下
午3点，以“解决
社会问题的不
同方法”为题，
邓飞分享了自
己的公益历程。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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