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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短短两两小小时时，，千千人人植植树树33112200株株
菏泽2018全民义务植树暨营建“创森”纪念林活动举行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者
崔如坤) 又是一年春来到，植
树绿化正当时。今年3月12日是
第40个植树节，当日上午，菏泽
市2018年全民义务植树暨营建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纪念林活动
在牡丹区七里河湿地公园举行，
两小时共栽植银杏、雪松、木瓜、
国槐、五角枫等树苗3120株。
  12日上午，在牡丹区七里
河湿地公园植树活动现场，菏
泽市委书记孙爱军和参加义务
植树的干部群众一道挥锹开
坑、扶苗培土、提水浇灌，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示范林、少先队林、青年
林、希望林、新婚纪念林、金婚
银婚纪念林、劳动模范纪念林、
青年林，参与植树人员按照要
求，大家相互协作，扶苗、铲土、
填实、浇水，每一个环节都衔接
有序、配合默契，每一个人都干
得不亦乐乎。

在少先队林植树区域，来
自牡丹区黄堽小学的50名小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分
工协作，有的扶苗、有的培土、
有的浇灌，满含希望和憧憬地
种下一棵棵稚嫩的树苗。“这是

孩子们第一次参加野外植树活
动，一个个都很兴奋，孩子们的
任务是载种少先队林的103棵
树苗，植树活动能够锻炼孩子
们的团队协作能力，非常有意
义。”黄堽小学刘老师说道。

而对市民来说，最有纪念
意义的则非新婚纪念林和金婚
银婚纪念林莫属了。得知这个
植树活动后，不少新婚夫妇和
中老年夫妇通过各种方式报名
参加。

在新婚纪念林植树区域，
今年2月份刚结婚的夫妇小张
和小沈正合力栽植一棵雪松树
苗，妻子小沈扶苗，丈夫小张培
土，不一会儿就栽好了一棵。

“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这个
植树活动，感觉非常有纪念意
义，就和对象一块报名了。”小
沈说，希望她和对象栽植的树
苗都能茁壮成长，以后每年两
人都要一块来看看，“相信我们
的婚姻也能够像雪松一样，永
葆新鲜。”

而在金婚银婚纪念林植树
区域，一对对结婚在30年以上
的夫妇合力栽植树苗的镜头更
让人动容。尤其是一对满头银

发的老年夫妇身披金婚纪念绶
带、在子女的陪同协助下栽下
一棵棵雪松，场景幸福而美好。

“俺俩结婚五十年了，老两口相
濡以沫，从没吵过架，在报纸上
看到这个活动就电话报了名。”
年过七旬的冯训文老人笑呵呵
地说道。

当日上午，共有来自市委
机关、市人大机关、市政府机
关、市政协机关领导，市直有关
部门、单位，军分区，牡丹区相
关单位和人员共计36个单位的
1000多人参加了植树活动。大
家一起分享着为家乡增添新绿
的喜悦，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
3120株树苗全部栽种完毕。

据了解，根据菏泽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菏泽特组织开
展了这次全市2018年全民义务
植树暨营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纪念林活动。菏泽市林业局局
长曹格林介绍说，2018年，菏泽
将通过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有
利契机，通过开展大规模植树
增绿活动，以点带面，大幅提高
森林覆盖率，构建起覆盖城乡
的绿色屏障，让群众随时随地
能够亲近自然、享受绿色。

菏菏泽泽““环环卫卫杯杯””文文学学大大赛赛征征稿稿
即日起至7月31日征稿，一等奖可获千元奖金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
者 崔如坤) 12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城管局获
悉，菏泽将举办“环卫杯”文
学作品大奖赛，大赛以抒写
环卫工人为主题，即日起至
今年7月31日征稿，一等奖最
高可获千元奖金。

人们常说：“环卫工人是
城市的美容师。”无论冬霜雨
雪还是炎夏酷暑，他们都不
辞辛苦、默默无闻地在大街
上劳作着，他们的身影成为
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里最靓
丽的一抹橘红，最动人的一
道风景。

那么，还等什么？赶快拿
起笔写写你上班途中那些熟
悉的身影、流汗的脸颊、朴实
的笑容吧。

据了解，大赛由菏泽
市城市管理局、菏泽市作

家协会举办，征文时间从
即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
体裁：只限于散文、诗歌、
报告文学，字数不限；内容
以抒写环卫工人为主题；
要求写实风格，积极向上，
情真意切，杜绝空洞抒情
与 浮 华 ；投 稿 邮 箱 ：
hzzjxhzw@163 .com。

注意事项：作品必须是
原创作品，拒绝重发稿，如发
现抄袭等，文责自负；来稿请
注明“环卫杯”诗歌散文大赛
字样，并请写明作者简介、通
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
子邮箱。

奖项设置：散文、诗歌分
别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3
名，奖金1000元；二等奖6名，
奖金500元；三等奖10名，奖
金200元；优秀奖15名，只颁
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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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者
李德领) 9日，菏泽市社会

组织参与“四认领”扶贫活动工
作会议在市民政局举行，鼓励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
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
有效对接，积极组织各类社会
组织、志愿者和各界爱心人士
开展认领留守儿童、贫困学生
和孤寡老人为内容的“四认领”
社会扶贫活动。

近年来，菏泽社会组织发
展迅速，到目前已经发展到
2108家，其中市本级800家，县
级1308家，它们跨越多个行业
和不同所有制形式，联系各类
社会群体，拥有技术、信息、项
目等多方面资源，在科技教育、
文化体育、卫生保健、法律援
助、社会福利、社区建设、农村
经济等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

能量储备。社会组织作为非营
利性组织，具有志愿性、公益
性、互助性特质，能够有效集合
企业、公众的力量、资金、资源，
将社会扶贫潜能充分激发出
来，汇聚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
力量。

活动将坚持精准帮扶原
则，发挥社会组织根植基层、
联系群众，能够有效反映并满
足民生服务需求的优势，坚持
以人为本、精准服务，有效配
置服务资源、灵活选择服务方
式，开展有针对性个案服务。
同时，坚持平等自愿原则，充
分尊重帮扶双方意愿，根据自
身力量自愿参与帮扶救助，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得强迫
或变相强迫社会力量参与对
接救助活动。救助供需双方地
位平等，充分尊重双方意愿，

保护当事人隐私，不得附加与
救助无关的其他条件和事项，
以帮扶促互动，激发群众脱贫
内生动力。

齐鲁晚报记者从会议上了
解到，全市各类社会组织要积
极参与到社会扶贫活动中，结
合市县民政部门、扶贫办或有
关部门在建档立卡户中选择确
定贫困学生、留守儿童和孤寡
老人，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单位
会员、个人会员进行结对帮扶；
为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提供生
活、学习、心理和安全等方面服
务，为孤寡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代际沟通、精神慰籍、文化娱乐
等服务，有条件的社会组织为
贫困家庭提供技能培训、能力
提升、就业援助、生计发展等服
务，帮助贫困家庭和个人摆脱
困境。

社社会会组组织织牵牵手手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菏泽市社会组织参与“四认领”扶贫活动工作会议举行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
者 李德领) 9日，菏泽市
第一届“好家庭杯”全民健身
家庭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召
开。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菏
泽市第一届“好家庭杯”全民
健身家庭运动会将在7月至8
月举行，比赛设有羽毛球、乒
乓球、跳绳等10个项目，即日
起至6月30日，全市各县、区
常住人口家庭均可以报名参
加。

据悉，本届全民健身家
庭运动会比赛时间为7月至8
月，按照竞技与趣味相结合
的原则，运动会设置了乒乓
球、羽毛球、跳绳、篮球定点
投篮、篮球三人制对抗、足球
九宫格、平板支撑、游泳、棋
类、25米折返跑共10个项目。
比赛设置了丰厚的奖项，单
项比赛按比赛成绩设一等奖
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
名，每个单项不足60队参赛
的，按成绩减一录取，另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若干名。
每个参赛家庭都将被授予菏
泽市第一届“好家庭杯”全民
健身家庭运动会“运动家庭
奖”，并颁发纪念杯。

菏泽市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永辉介绍，在全民
健身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
度后，如何有效且接地气地
践行全民健身战略，让更多
的人去体验、去参与，让更多
的运动项目走向街头、走向
大众，一直是全市体育主管
部门在不断思考的问题。“现
在，社会上参与体育健身的
家庭明显增加，体育健身成
为家庭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希望此次活动的举办，
能够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到
全民健身运动中来，形成热
爱运动的健康家风，使体育
健身成为家庭休闲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悉，本届运动会的开
幕式时间定于7月7日上午9
时，地点在菏泽大剧院广场。
目前，各单项比赛报名已经
启动，为了顺应“互联网+政
务”的发展趋势，本次报名首
次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市
民关注菏泽市体育局官方微
信“菏泽体育”(ID：hezetiyu)，
点击下方菜单栏“报名入口
(https://0x9 .me/mL3Ej)”，选
择喜爱的参赛项目，填写相
关信息即可完成报名，报名
截至6月30日。

家家庭庭运运动动会会邀邀你你来来报报名名
即日起至6月30日为报名时间

孙爱军和干部群众一

道植树。

小学生干得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P01-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