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整合合资资金金建建大大棚棚
助助推推脱脱贫贫成成效效快快

本报菏泽8月6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张竞
哲) 为了使贫困群众实现
按期脱贫、稳定脱贫，定陶区
滨河街道把发展特色农业作
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核心抓手，结合区域资源优
势，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集中
建设马纪庄和梁王台2个扶
贫大棚基地，在带动贫困户
脱贫致富的同时，发展壮大
了村级集体经济。

马纪庄扶贫大棚基地共
建设扶贫大棚124个，近两年
共产生效益分红124万元，为
18个集体经济收入空壳村、1
个薄弱村和6个一般村共增
加了124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其中投入49 . 05万元解决了
办事处25个村(社)248户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兜底再兜底
工作 ,粱王台扶贫大棚基地
2017年整合资金建设26个扶
贫大棚，收益26万元，为6个
村社154户281人做了扶贫大
棚分红，促进了脱贫进度。

扶贫大棚基地的生产经
营以现代农业为主线，以产
业扶贫为主体，通过探索创
新建设模式、生产模式、分配
模式，实现合作社、贫困户、
村集体三方资源整合，共建
共享，进而形成政府搭台、合
作社唱戏、贫困户受益的可
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扶贫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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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8月6日讯 (记者
李德领) 4日晚，菏泽市食

品安全消夏晚会暨X S夜光
party活动在银座和谐广场为
菏 泽 市 民 带 来 健 康 活 力 盛
宴——— XS夜光party。活动现
场，市食药监局为市民精心准
备了食品安全有奖知识问答、
食品安全宣传视频。此外，当晚
的启动仪式以夜光party的形
式展现，结合街舞、鬼步舞、DJ
歌曲串烧、机车表演等趣味十
足的项目，并设置大量互动环
节，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载歌
载舞的视听盛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市民们
十分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菏

泽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机
制，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完善监
管体系，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和
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
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以持
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在食品安全宣传月期
间，将食品安全知识、法律法
规、政策措施等面向社会全方
位宣传，让市民们普遍了解食
品安全相关知识，是市食药监
局的一项重点工作。”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仅设
置了食品安全有奖问答环节，
还邀请了草根明星、动感DJ、
专业舞者等团体，让市民们在
学习食品安全知识的同时，享

受一场趣味十足的“XS夜光
Party”。活动协办单位安利菏
泽分公司现场还为参加活动的
朋友提供XS运动营养饮料的
免费试饮，还将纽崔莱健康塑
形大篷车带到了银座和谐广
场，为参与者提供全面的体质
检测，并有专业营养讲师现场
解读数据，此外还有塑形操教
学、营养餐试饮、趣味游戏等互
动环节。

本次活动，将食品安全宣
传与健康塑形理念有机结合，
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与相关法
律法规的同时，倡导市民在运
动中增强体质、提升健康素养。
可以预见，食品安全宣传的开
展，将引导市民在学习与实践

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切实提
升幸福指数与生活质量。

XS夜光Party是以夜光慢
舞、集体舞的形式强化全民健
身意识，运动作为全民健身运
用最广泛的运动形式，近些年
来受到各年龄层的喜欢，更是
深受年轻一族的喜爱。

XS作为一款倡导健康运
动的营养饮品，为市民带来的
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推进，科学
的运动对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进而提升全民幸福指数有很
重要的意义，运动营养也是
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安利旗下不只是XS，纽崔莱
也一直致力于运动+营养=健
康的理念，为更多的人提供

运动营养。
此次“XS夜光Party公益活

动”，近1000名市民报名热情参
与，不仅有银座和谐广场的夜
光party，更有健身小游戏，市
民在体验运动健身的同时更
有奖品赢取。荧光彩绘让市民
亲身体验XS夜光Par ty的魅
力，健身教练带来的运动前热
身操，让市民了解更多健康运
动知识。当然还有XS的抖音小
视频的评比活动，并且预备了
礼包。

据悉，该活动由菏泽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众网菏
泽站、菏泽银座和谐广场主办，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大
众网菏泽会展事业部承办。

XXSS夜夜光光ppaarrttyy嗨嗨爆爆全全城城 千千余余人人舞舞出出菏菏泽泽激激情情
菏泽市食品安全消夏晚会暨xs夜光party活动举行

爱爱心心冰冰柜柜为为高高温温下下劳劳动动者者““解解近近渴渴””
菏泽街头出现爱心冰柜，商家想设置爱心冰柜可与本报联系

夏日，太阳大声地嘶吼
着，燃烧着片片的陆地。烈
日当空，处处热气腾腾，在
这一片灼热里，一切仿佛都
宁静了下来。

让心沉淀下来，享受这
夏日的热情。寻觅那一幽碧
潭，掩在那浓浓浅浅的绿
中，飞扬跋扈的阳光，撞在
一树密密麻麻的叶子上，破
碎了一地荫凉。

捧来一碗沁人心脾的
井水，消散了一身的疲倦。
是哪里传来的欢笑声？是那
一条条“小人鱼”，光着身子
游在清凉的欢乐海洋。

袅袅的炊烟升起，夏夜
拉开帷幕。年轻的少年晚饭
后相约拿着竹竿、手电筒去
树林里捉知了，欢笑声融入
那一片点点星光的汪洋。年
幼的孩童洗了清凉澡躺在竹
椅上，在皎洁的月光里，听奶
奶讲美丽的嫦娥与天宫。

庭院里的笑语惊醒了
星星，悄悄派出萤火虫探个
究竟。老汉在庭院中闲扯，
把 蒲 扇 扇 得 月 光 悠 长 悠
长……

学生：李晓彤 (东明沙
窝镇尚庄学校)

指导教师：王冬梅

夏夏 日日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近日来，菏泽街头出现了
两台爱心冰柜，分别在新苏天
美对过的帝伦蛋糕店门口与金
霸电器北门对过的vivo专卖店
门口，上面贴着“环卫工人、交
通同志、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免费”的温馨提示。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爱心冰
柜由爱心市民董鲁光与另外两
位朋友一同设置，从8月3日投
放至今，冷饮并没有出现被乱
取导致“意外流失”，这股善意
让市民在酷暑中感受温暖“凉
意”。

爱心冰柜无人值守
随取随用

随着酷暑来临，上海、石家
庄、杭州等地先后推出爱心冰
柜，一时间成为市民的热点话
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菏泽也有两处爱心冰柜
点，免费向户外工作者提供矿
泉水。

6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在新苏天美对过的帝
伦蛋糕店门口看到了爱心冰
柜，里面放满了矿泉水，冰柜外
面写着“免费”两个大字，上面
还有一行温馨的提示语：环卫
工人、交警通知、快递小哥、外

卖小哥，酷暑高温，您们辛苦
了！冷水补给，随取随用！周围
并无人值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看到，来取水的均为外卖小哥
或环卫工人，并没有被“抢”空，
崔女士看着“爱心冰柜”的矿泉
水，犹豫再三，之后拿出一瓶拧
开口喝了起来，“我负责东区的
送餐，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免费
的冷饮，非常感谢爱心人士提
供的矿泉水，让我们在酷暑有
了凉意。”

在金霸电器北门对过的
vivo专卖店门口，同样有爱心
冰柜点。据了解，前来取水的多
为环卫工人。今年70岁的陈先
生负责该区域的卫生，家住北
外环的他每天出门时都要带一
大瓶水，近日来高温不断，他带
的水不到中午就已喝完，“由于
离家太远，中午一般不回家，水
喝完了就去附近商铺接水，这
次有了免费的矿泉水，也不用
去商铺麻烦别人了。”陈先生
说，专门给他们提供矿泉水，让
他感到了被尊重。

免费取水
让他们感受到尊重

据设置爱心冰柜的董鲁光
介绍，近日来，他看到不少地方
都设置了爱心冰柜，便萌发了

在菏泽设置的想法，“现在天
热，经常在街上看到环卫工人、
交警和外卖小哥大汗淋漓的身
影，让人很心疼，便于另外两个
朋友商量，在菏泽人流量大的
店门口设置爱心冰柜点，让他
们免费领取矿泉水。”

“选好地方后，分别在两台
冰柜内放了50多瓶矿泉水，挂
上了爱心提示后就摆在了店
外，主要想让他们口渴时能有
水为他们解一时口渴。”董鲁光
说，8月3日，设置爱心冰柜后，
他每天都会去看冰柜内是否需
要补水，用光了会再放新的，做
到取之不尽。

“经过几天的观察，市民的
文明程度很高，并没有人占便
宜乱取水。”董鲁光说，刚设置
爱心冰柜时，想发个朋友圈，后
来担心别人说他作秀而作罢，

“当市民知道爱心冰柜的存在
时，过去取水的会多起来。”

新苏天美对过的帝伦蛋糕
店负责人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爱心人士董鲁光来
找他们时，就觉得这个想法特
别好，对市民有好处，还传递正
能量，并安排店员一定要看好
爱心冰柜，为户外工作者提供
方便，“我们店员每天早晨把爱
心冰柜搬到门口，晚上下班时
搬到店内，并做好充电的工
作。”

爱心冰柜的冷饮，虽然
价格不高，但的确为环卫工
人、外卖小哥等人送去了实
实在在的实惠，承载着人们
对于户外工作者的感恩之
心，目前菏泽正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小小的冰柜彰显
的是城市的文明高度，折射
出了城市的文明指数。通过
爱心冰柜，让一座城市的关

爱呈现良性循环，使公益的
力量不断传递下去。

如果有商家也想加入
这一行列，摆放新的爱心
冰柜，或者为户外工作者
提供帮助，可与本报记者
联 系 ，联 系 方 式 ：
15054655267，我们将绘制
爱心冰柜地图，让户外工
作者随时享受清凉。

延伸阅读：

户户外外工工作作者者领领取取冷冷饮饮。。户外工作者领取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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