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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泰7月9日讯(实习记
者 石环) 5日晚，青云社区全
体党员及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
文化广场，等待社区第四届消夏
电影节的开幕。据了解，本届消
夏电影节将持续整个7月，青云
社区在原有播放居民喜欢的红
片和故事片的基础上，创新党建
教育模式，加入全市创建文明城
市、“七一”讲话等视频内容，在
怀旧经典的同时，拉近党和政府
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

“搬个小板凳，挂个大荧幕，
围坐一群人……这种感觉真是
太棒了。”5日晚，离开场还有一
段时间，就有社区党员和居民三
三两两地拿着小板凳，前来占据
有利位置，一边叨着家常一边等

电影开演。“夏天，家里热也憋
屈，在外面看露天电影，不光凉
快，心情也舒坦，街坊邻居们都
喜欢。”说起青云社区的消夏电
影，85岁的吕爱英不由地竖起了
大拇指。一位年轻的“80后”影迷
更一脸期待地说：“露天电影只
是停留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今又
在家门口播放开来，想想还有点
小兴奋呢。”

说话间，夜幕悄悄降临，广
场上前来观影的居民越来越多。
在夏夜的习习晚风中，青云社区
第四届消夏电影节以刘钦海市
长在2015年创卫总结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视频拉开帷幕，台下观众
认真聆听，深刻学习了解我市各
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随后，一

部《建党伟业》又将在场的观众
们带回了当年的峥嵘岁月，电影
中一幕幕经典的战斗画面，一段
段难忘的感人故事，不仅让广大
居民重温了经典，也让大家上了
一节生动的党课。

“我们社区每年夏天都会举
办消夏电影节，如今已经是第四
届了。这不仅丰富了社区党员居
民的文化生活，营造了和谐社区
的环境，更是让广大党员群众怀
旧经典的同时，受到启发与教
育，接受一场特殊党课的洗礼，
提升了自身的认知境界。”青云
社区老党员杜金忠告诉记者，本
届电影节同时是为了纪念建党
94周年，青云社区在原有播放居
民喜欢的红片和故事片的基础

上，创新党建教育模式，加入全
市创建文明城市、“七一”讲话、

“感动新泰十大杰出人物”等视
频内容，将生硬的照本宣读变成
生动的视频资料，将局限的会议
室变成开放的文化广场，将有限
的参会人数变成全体居民群众。

号召大家勠力同心，全力投入到
新一轮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活
动中来，让“争创全国文明城，争
做幸福青云人”的理念在社区每
名党员、每个居民心中生根发
芽，继续当好市委市政府的尖刀
兵、先锋队。

““““创创创创新新新新党党党党建建建建教教教教育育育育，，，，畅畅畅畅享享享享惠惠惠惠民民民民大大大大餐餐餐餐””””
青云社区消夏电影节“扮靓”新泰夜景

青云社区深刻学习刘钦海市长在创卫总结表彰大会上的
讲话精神。

垃圾池改造成池塘

定期组织看电影

在新泰市翟镇柳家庄，宽
阔整洁道路旁边的文体小广
场上各种健身娱乐设施应有
尽有。不少村民和孩子在文体
小广场休息玩耍，大家玩得不
亦乐乎。“以前村民随处扔垃
圾，村里脏乱差，经过这两年
治理，村子变干净了，道路也
硬化了，还有这么大的花园。”
村民穆女士高兴地说。

柳家庄村委会工作人员
朱树兵说，以前村里最大的
问题便是垃圾太多，一直没
处理，现在的那两个池塘就
是以前的水沟，由于村民都
往里面扔垃圾，时间长了，水
沟成了垃圾池，一到夏天特
别味，周围的村民意见很大。

“为了改善环境，我们将垃圾
清理出来，将水沟改造成了
现在的池塘，还养了不少
鱼。”朱树兵说。

朱树兵说，村子的文体
小广场占地15亩，是在原来
的基础上重新硬化、绿化的，

现在已经成了村民们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每天晚上村民
们都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
有三四十人，丰富了大家的
业余生活。

村民陈建芳说，2013年6
月份，村里还买了投影仪，组
建了电影放映队，只要不下
雨，每天晚上都会在绿荫广
场上给大家放电影。“放什么
电影，村里会提前征集大家
的意见，都是村民们喜欢看
的电影。每次放电影时，来看
的人特别多，有时邻居的人
也赶来看。”陈建芳说，放映
电影的大音响，现在又有了
新的用处，村民们谁想唱了，
就可以在放电影前唱上几嗓
子。“不少老年人不光来看电
影，还会唱几句戏曲，让大家
既看了电影，还听了戏，一举
多得。”村里还定期进行广场
舞比赛、村民文艺演出、棋牌
友谊赛、篮球赛等活动，丰富
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每个村成立保洁队

犄角旮旯都干净了

近日，新泰市岳家庄乡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乡村文
明行动”培训班，各村的保
洁员100多名保洁员参加了
培训。

据了解，在“乡村文明
行动”中，新泰市916个村每
个村都成立了自己的保洁
队，每天有人定时保洁村里
的道路，路面干净了，村子
整洁了，环境变好了，许多
村民开始像城里人一样养成
了倒垃圾的习惯，房前屋
后、道路两旁、河塘沟渠都
变得干净整洁。

随着“乡村文明行动”
不断深入推进，新泰全市上
下清醒地看到，部分村还存
在保洁员队伍人手不足、年
龄偏大，管理难、保洁质量
不高等问题。为建立一支

“规模适度、服务规范、作用
到位”的农村保洁队伍，2015
年新年伊始，新泰市委宣传
部组织分工负责人开始对21
个乡镇街道的村两委干部及
保洁员进行培训，从标兵乡
镇的先进做法到具体乡镇目
前存在的问题，从保洁员的

职责到工作标准，一一进行
了详细剖析，使村保洁员对

“乡村文明行动”有了新的
认识和提高。

岳家庄乡西峪村的保洁
员李因香对记者说，自从培
训后，对她触动很大，明白
了自己不仅要当好保洁员，
还要当好宣传员和督导员，
对个别乱扔东西的村民，她
就到家里去耐心做工作，使
得村里乱扔垃圾的现象越来
越少。

岳家庄乡副乡长董和庆
说，现在保洁员整体面貌有
了很大变化，以前各村边坑
塘以及村里村外的河道、沟
渠 ，曾 是 倒 垃 圾 的“ 好 地
方”。现在，保洁员对这些地
方格外上心，有人来倒垃
圾，他们就会上前制止，真
正实现了从“要我管护”到

“我要管护”的转变。

文体小广场全覆盖

居民文化生活提升

“文体小广场让我们健
身有了去处，娱乐有了场
所。”新泰市新甫街道龙山
村的张女士告诉记者，以前
喜欢跳舞的村民为没有场地
发愁，文体小广场建成后，
村民们自发成立了舞蹈队，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

除了供农村群众健身娱
乐，文体小广场还成了提升
乡村文明的阵地。新泰市将
道德讲堂由室内搬到了室
外，创造了“舞前一刻钟”的
道德讲堂模式，用身边的事
教育身边的人，并不断拓展
和延伸，形成了送道德、送
吉祥、送经典、送欢乐等“四
步曲”。

新泰市以“德润平阳·
文明新泰”为主线，在全市
9 1 6个村开展“三好村民”、
“五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
动，将身边好人张榜公示，
用凡人善举传递正能量。在
此基础上，推荐51名先进典
型参加了“泰安好人”评选，
有2人入选“全国好人”榜，8
人入选“山东好人”榜。

近年来，新泰市投入
1 . 27亿元，在916个村建成文
体小广场942个，实现了村村
全覆盖，广大群众纳入“10分
钟文化圈”。娱乐有场所，交
流有平台，宣传有阵地，惠
民有载体，用最简单的方式

传递道德观念，文体小广场
成了农村群众的精神乐园。

丧葬礼仪统一标准

改变攀比浪费旧风俗

新泰市把移风易俗、殡
葬改革作为乡村文明行动的
重要内容，从2013年开始，按
照“一年见成效、两年大变
样、三年改彻底”的原则，发
挥村居红白理事会作用，制
定“三个标准”，开展“四项
行动”，深入开展移风易俗
殡葬改革专项治理，彻底解
决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的问题。

“丧事大操大办，雇吹
鼓手、穿白大褂、安排宴席
等程序，让死者家人心累、
身体累、经济累。”新泰市民
政局负责人说，全市范围开
展推进移风易俗促进殡葬改
革专项治理行动，不拄哀
杖、不披麻戴孝、不扎纸人
纸马、不三拜九叩，一律带
黑纱、行鞠躬礼，实行丧事
简办，同时严格规范公益性
公墓、骨灰堂建设标准，倡
导文明祭扫。

制定丧葬程序及礼仪标
准。凡死亡需要办理丧事
者，丧主必须及时报告村红
白理事会及村“两委”，按照

《红白理事会章程》流程统
一办理，整个丧葬活动时间
不得超过3天，严禁摆设酒席
招待吊丧人员及助忙人员，
一律采取流水席方式招待，
做到一人一碗菜、不喝酒；
严禁雇佣吹鼓手、使用高音
喇叭，一律播放哀乐；严禁
披麻戴孝、大破孝，一律不
准拄哀杖；严禁摆祭迎客，
一律不准搞招魂扬幡、泼汤
指路等旧葬习俗；严禁扎纸
人纸马、放炮哀鸣，简化三
拜九叩、叩头行礼环节及程
序，采取送花圈、戴黑纱、行
鞠躬礼的方式祭奠；严禁在
城市街道、公共场所停放遗
体或骨灰、搭建灵堂、摆设
花圈等方式从事丧事活动，
提倡在村民俗理事中心办理
丧事。从严控制送葬人员，
原则上仅限于三代以内亲属
参加送葬。严禁在本村土地
内私埋乱葬，在个人承包地
内安葬的，提倡深埋、不栽
树、不留坟头，有条件的村
在村公益性公墓或骨灰堂内
安葬。

乡村文明行动悄悄改变生活

路路更更顺顺村村子子更更整整洁洁心心里里更更美美
一场乡村文明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在新泰开展，以前的垃圾池改造成现在的池塘，

家家门前配备了垃圾箱。村里组建放映队，村民每晚看电影，拉一拉新泰的乡村文明行

动，乡亲们无不交口称赞。特别是殡葬改革方面，以前农民办理白事花费动辄几万，现

在花几千就能办完，各村也都设置了理事会……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肖根法

昔日的垃圾池变成了美丽的池塘。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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