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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牵手关爱行动”动员会召开

今今年年将将帮帮扶扶22000000名名贫贫困困留留守守儿儿童童
本报6月9日讯(见习记者

马雯雯 通讯员 王佩珍 许
甜甜) 9日上午，滨州市“牵手关
爱行动”动员会在市民活动中心
二楼会议室召开，主要任务是研
究部署在全市范围内推进这一
行动的措施和任务。记者从会上
获悉，今年滨州市将计划帮扶
2000名6-14岁父母双方均外出
打工且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

记者从会上获悉，“牵手关

爱行动”每年帮扶不少于800名6
-14岁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缺
乏家庭关爱的家庭贫困留守儿
童(参照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本
县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留守儿
童)。根据实际情况，滨州市今年
将计划帮扶2000名符合条件的
留守儿童。服务内容涉及亲情陪
伴、心理疏导、心愿达成、学业辅
导、感受城市五个方面。《实施方
案》要求志愿者根据被牵手儿童

的远近，全年到牵手的少年儿童
家中与他们开展3-10次亲情陪
伴。组织志愿者和广大爱心人士
开展“结对认亲·心愿达成”行
动，帮助家庭贫困留守儿童每人
实现1个心愿。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组织结对留守儿童参加1
次感受城市活动。由团县(区)委
牵头协调，以学校或乡镇为单
位，组织留守儿童到就近的城市
规划展览馆、科技馆等场所参

观，感受城市生活。
充足的资金是开展“牵手关

爱行动”的重要保障。滨州市已
经筹集了20万元配套资金，7个
县 (区 )要投入至少5万配套资
金，其他3个开发区可配套2-3万
元资金，并积极探索企业捐助、
社会募集、网络捐赠等多种途
径，广泛筹集资金，为牵手关爱
行动持续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
保障。此项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今年5月为筹备阶段，对留守儿
童进行摸底，收集他们的心愿和
招募志愿者；6-10月为活动推进
实施阶段，包括志愿者培训、认
亲结对两方面；11-12月为总结
提升阶段，总结“牵手关爱行动”
开展情况，查找问题并研究解决
办法，表彰“牵手关爱行动”优秀
志愿者、留守儿童“自强之星”、
优秀组织单位等，并制定下年度
工作计划。

““蜜蜜蜂蜂大大姐姐””蜂蜂蜜蜜卖卖出出22440000多多斤斤
爱心市民纷纷前往李仙花的蜂场购买蜂蜜，捐款近7千元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本报连续报道了“蜜蜂
大姐”李仙花患重病仍坚持卖蜂
蜜来还债凑医疗费的情况，引起
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周时间
以来，市民纷纷前往蜂场购买蜂
蜜，共认购2400多斤，还有许多
不留名的好心人为“蜜蜂大姐”
留下了医药费。

5日下午，网名为“我是阿
迪”的无棣义工开着车来到“蜜
蜂大姐”李仙花的蜂场，购买了
156斤的蜂蜜。他告诉记者，这是
无棣县的朋友们购买的蜂蜜，他
统计了数量，统一拉回去再分给
他们，“因为都在无棣县城，个人
来买挺麻烦的，我都统计好了给

他们带回去更方便。”
惠民县许多看到“蜜蜂大

姐”故事的人也通过星火义工惠
民组的义工朋友，统一订购了一
百多斤的蜂蜜。还有一名东营市
的市民也通过本报希望能够联
系“蜜蜂大姐”，尽自己一分力来
帮助他们。

7日下午，“蜜蜂大姐”的丈
夫贾泽滨告诉记者，近一周的时
间里，蜂场里的蜂蜜已经卖出了
差不多2400多斤，还卖出了部分
蜂王浆和花粉，“周末还有单车
俱乐部的人们特意骑着车子来
蜂场里购买了一些蜂蜜，这一周
也是不断有人来买，今天还有一
个人给我扔下200块钱就跑了，
我追了半天也没追上。”

很多市民为了让李仙花收
下善款，就委托滨州市星火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直接
把善款交到李仙花的住院费中。

看着一张张的缴费单，躺在病床
上的李仙花默默流下了眼泪，她
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大
家，真是太感动了，我真是欠大
家太多太多了！”目前，李仙花已
经收到近7千元的善款。

贾泽滨告诉记者，看着大家
都来买蜂蜜，他们两口子都特别
感动，“她就和我说，等好一点就
继续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尽自己
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

8855岁岁老老人人为为邹邹平平小小伙伙捐捐11000000元元
作为本报爱心公社社员，杨鉴清曾5次来报社捐款帮助病困家庭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谭正
正) 本报6月4日报道的《女儿
才刚满月,小伙患上血瘤》一文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本
报官方微信报道后，几天时间
阅读量超过两万。7日，85岁的
杨鉴清老人亲自来到报社捐款
1000元。作为本报爱心公社社

员，他先后5次来报社为病困家
庭捐款。

孙建民的事迹让杨鉴清老
人非常牵挂，“刚刚26岁的小伙
子，孩子才刚满月啊，应该是很
幸福的家庭才对啊，不能让疾
病毁了这个家庭啊。我在报纸
上看到后，就坐不住了，帮不了
多大忙但还是尽一点力。”杨鉴
清说着递给记者1000元现金。

杨鉴清老人是滨州市人民
检察院一位退休老干部，也是
本报的忠实读者，也是本报爱

心公社社员，他曾先后5次来报
社，为这样的病困家庭捐款，每
次都是1000元。杨鉴清说：“作
为爱心公社的成员，就是要有
爱心，看到报纸上的报道，首先
是成员自己要有责任。”他也希
望其他爱心成员也加入到爱心
帮助的大家庭中来。

杨鉴清平时酷爱写诗。读
了孙建民的故事后，他写下两
首题为《行善》的诗，“家庭福幸
暖浓浓/喜降女儿满月红/忽遇
病魔无力抗 / 拮据愿助效雷

锋。”“晚报齐鲁菩萨面/倾心关
注众遭难/奔波记者屈膝访/引
领善心破烈寒。”

如果您愿意救助这个苦难
的家庭一把,奉献您的爱心，可
以联系孙永端:13793864125。

中国工商银行
开户名:孙永端

卡号:6222021613014597396。
(孙永端个人声明 :一旦凑

齐医疗费,会登报声明停止接受
捐款 ,剩余款项捐出去救助他
人。)

星火义工无棣组成员正在装蜂蜜。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摄

““明明白白人人””让让群群众众办办事事少少跑跑腿腿
阳信县翟王镇计生办派出熟知整个办事流程的工作人员在服务窗口当值

本报讯 近来，阳信县翟
王镇群众前往计生办办事时，
服务窗口会有一个“明白人”微
笑接待，问明来意后会详细告
知：要带哪些证件材料、要去哪
里 办 理 、要 打 什 么 电 话 咨
询……自从有了这位办事流程

“明白人”，办事群众心中有了
数，少跑了很多冤枉路。

翟王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在
进村入户走访中听到群众抱怨
最多的是，去计生办办事时因
为不明白需要哪些材料，经常
是一份简单材料也要跑上好几
趟，有时是忘了盖章，有时是少
了某人的签字，费时费力；有时
不知道找哪个人办理业务，经
常是一个门一个门地问；有的

群众文化程度不高，有时连表
格也不会填……

针对这种情况，翟王镇计
生办切实强化内部学习和培
训 ,使全体工作人员对所有业
务都能够熟练掌握、灵活运用。
在服务大厅醒目位置悬挂“办
事指南”告示牌，让群众一走进
服务大厅就能享受到“零距离”
式服务，让办事群众对相关流
程和所需手续一目了然。同时，
专门制作一张印有科室名称、
联系人、咨询电话、办证所需材
料、办事流程等详细内容的“明
白纸”，依托计生网长走访入户
的方式，将“明白纸”发放给群
众，方便群众办事，让群众不再
跑冤枉路。

为让服务更有人情味儿，
该镇计生办派出熟知整个办事
流程的“明白人”在服务窗口当
值，耐心接待，微笑服务，用最
短的时间、最简便的方法、最有
效的沟通，让群众少跑腿，快办
事，省了不少麻烦。

“只要我们一心为民，用心
去做，我们一个真诚的微笑，一
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详细的说
明，我们的工作就能换来群众
的满意，得到群众的认可。”一
位计生工作人员这样说。一些
办事群众感慨地说：“别看这个
事儿不大，但对我们群众帮助
很大。自从有了这位‘明白人’，
办事心里亮堂多了。”

一个详细明确的“办事指

南”告示牌，一张简便易懂的“明
白纸”，一位熟知业务、耐心细致
的“明白人”，成了群众手中办事
的“导航仪”。这一桩桩普普通通
的便民服务新举措，从小处着
眼，融入真情，把方便让给了群
众，将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心坎
上。翟王镇计生办通过实实在在
的做法取信于民，赢得了广大群
众的信赖、理解和支持。

近年来，翟王镇计生办通
过实行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
限时办结、一站式办公等多种
举措，重点解决群众不知怎么
办、窗口办事推诿、办事时间
长、一个事项多科室往返等问
题，赢得了群众认可和称赞。

(徐传丽 韩娟)

本报行知中学

校园记者站揭牌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李运
恒 ) 9日下午，齐鲁晚报滨州记
者站滨州行知中学校园记者站
授牌仪式举行，这是本报在全市
成立的首个中学校园记者站。

自5月份滨州行知中学校刊
《晨鹭》在《齐鲁晚报》上正式面
世，滨州行知中学校园记者站也
应运而生，校园记者站负责校园
活动的摄影、采访以及资料的收
集。

滨州行知中学执行校长张
祥军说，校园记者站的成立真正
架起了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
会、知识与能力的沟通桥梁，并
大加鼓励学生要爱读书、多思
考，利用文笔传播行知校园文
化。

齐鲁晚报滨州记者站站长
王高峰说，滨州行知中学落地滨
州两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许多可
喜成绩，举办了各项特色活动和
教学课程，校园记者站的成立，
是齐鲁晚报与省内知名教育机
构271教育集团的强强联合，必
定打造出优秀的校园文化硕果。

张祥军说，校园记者站让更
多学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参与
了校外社会活动实践，小记者们
要积极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丰
富人生阅历。“让阅读成为学生
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成长方式。希
望今天做合格的小记者，今后能
做社会的大事情。”

同时，本报也将定期派出名
编名记给校园记者站的小记者
进行新闻写作和摄影方面的培
训，学习更多新闻方面的知识，
向社会广泛传播2 7 1教育影响
力，让《晨鹭》飞得更高更远。

国际档案宣传日

老人捐献老照片

9日，是国际档案宣传日，惠
民县档案局在县孙武广场举行
了“档案·与你相伴”街头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一位70多岁的退
休老人张培生看到宣传后突然
想起家中一张老照片，并将这张
照片捐给县档案馆。这张珍贵的
老照片，拍摄的是惠民太和元气
老牌坊 (现为县委县政府大门 )，
对于年轻一代了解惠民县早期
建筑及老惠民文化历史有着重
要意义。

本报记者 王璐琪
本报通讯员 闫慧 张蕾

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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