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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省道德模范人选公示

德德州州万万金金河河、、周周现现水水事事迹迹让让人人感感动动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贺
莹莹 徐良 通讯员 张卫
忠) 记者在德城区人武部了
解到，德州籍士兵史洪清此
前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中成绩突出，
并获得三等功奖励。为充分
发挥立功受奖军人的榜样带
动作用，激发广大青年献身
国防的光荣感和使命感，15
日，德城区人武部和德城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领导为
德州籍士兵史洪清送去喜报
及慰问金。

15日上午，德城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副局长陈鹏、德城区
人武部政治工作科长常学超
共同为史洪清及家人颁发喜
报，佩戴红花，并发放了慰问
金。在来到史洪清家中后，区
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领
导详细询问了军属的身体状
况及家庭生活情况，对军属
支持儿子参军、支持国防建
设表示感谢，并叮嘱他们要
保重身体，在工作生活中遇

到什么困难及时与地方政府
联系，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
康、幸福如意。

在发放喜报当日，恰逢史
洪清休假在家，这位当了16年
的老兵经过部队的洗礼，皮肤
略显黝黑。“我只是在自己的
岗位上做了我应该做的份内
事，在部队比我优秀的战友还
有很多。”谈起初入部队时的
模样，史洪清印象深刻。“从小
就对军人充满了崇敬，觉得保
家卫国神圣又伟大，当我说出
了自己想参军的想法时，父母
也格外支持。”

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
异，18岁的史洪清被分配到了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部队处于
戈壁滩，数百公里荒无人烟，
经常在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
下训练，手脚都冻出了疮，那
一刻真的想放弃。”史洪清说。

史洪清还是坚持下来了，
通过勤奋学习熟练掌握了电
力供应保障知识，还学会了电
脑编程等相关技术，原本想干

两年就回来的他，在部队一干
就是16年，期间他还获得了电
工技能中级证、热工仪表技术
高级证、2017年3月还参加了
全国首批士官长培训。2013年
史洪清的孩子出生了，出生前
两天他才在部队请假赶回来，
随后的两年内史洪清和爱人
孩子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选择了军人就必须要接受异
地的安排，就是觉得心里对不
起她娘俩，对不起家中年迈的
父母。”说到此时，这位“硬汉”
的眼睛湿润了。

“现在最苦的日子已经过
来了，部队待遇越来越好，升
上四期后部队给分了房子，允
许妻子随军，我陪伴他们的时
间更多了。”史洪清说，他已经
决定今年年底复员，人生有很
多转折，也会面临很多选择，
前16年他把青春奉献给了航
天事业，后面的时间他想陪
伴在父母与妻儿身边。“18岁
时我们带着大红花走进部队
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16

年过去了。我感谢部队对我的
培养，我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
感到骄傲”。

近年来，德城区高度重视
拥军优属工作，积极落实各项
优待抚恤政策。德州籍军人在
部队也勇于奉献、屡立新功，

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德城区还
通过为军烈属挂光荣牌、送慰
问信、为立功受奖军人送喜
报、送慰问金等形式，大力营
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
厚氛围。

区区人人武武部部、、退退役役军军人人事事务务局局为为军军属属送送喜喜报报

本报5月15日讯 为了
更好更精确地做好2019年
脱贫攻坚工作，乐陵市郭
家街道开展帮扶责任人全
面摸底大走访活动，对帮
扶责任人进行全面细致的
培训，要求帮扶责任人必
须到户走访。

据悉，该街道准确了解

2019年贫困人口的动向和
预计收入，对“三有三净”
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做
好台账，以便于根据实际
情 况 制 定 可 行 有 效 的 实
施方案，能够更准确地进
行帮扶，确保把各项扶贫
资金用到刀刃上。

(段倩)

郭家街道>>

摸清底数 做好台账 逐个销号

本报5月15日讯 为更
好地巩固脱贫成效，乐陵
市 郭 家 街 道 积 极 推 进 金
融扶贫政策的实施，扶贫
办 组 织 辖 区 内 所 有 企 业
集中进行 金 融 扶 贫 政 策
的宣传，并邀请街道农商
银 行 主 任 张 学 良 为 大 家
讲解金融扶贫政策。经过

不断的宣传对接，已有企
业表明意向，有效助推了
脱贫步伐。

(段倩)

郭家街道>>

金融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刘
潇 通讯员 任传刚) 5月15
日，记者从德州市文明办获
悉，山东省第七届全省道德
模范人选公示，乐陵市花园
镇政府退休干部万金河、禹
城市张庄镇周庄村村民周现
水名列其中。

在 德州有那么一位老
人，默默地守候在6名无名烈
士的墓前，一守就是45年，他
就是万金河，德州乐陵市铁
营镇南营村人。七十多年前

的一场战斗，让6名无名烈士
就 近 安 葬 在 了 铁 营 村 。从
1970年万金河成为了铁营联
中的校长之后，他接过上一
任校长的嘱托：一定要看好
那几处无名烈士墓。也正是
从这一天起，万金河每周都
会扛着锨，到无名烈士墓前
转一转，除除草，添添土。从
家里到无名烈士墓前，需要
走两里多路，45年万金河走
了数千次。如今，无名烈士的
遗骨迁入了冀鲁边革命烈士

陵园，他们的英灵有了一个
合适的归宿，乐陵市民政局
也接过了万金河守护的接力
棒。万金河先后获得第六届
山东省道德模范提名奖、第
五届德州市道德模范、孝信
俭三好德州人，2015年荣登

“中国好人榜”。
家门口捡到一个患病的

弃婴，该怎么办？21年前一个
春寒料峭的夜晚，禹城市张庄
镇周庄村的老党员周现水、肖
桂兰夫妇就遇到了这样的难

题。两位老人动了恻隐之心，
决定收养这个弃婴。21年来，
夫妇俩对养子不离不弃，倾尽
所有为他寻医治病，足迹遍布
大半个中国。经过治疗，养子
周颂春基本能够像正常人一
样生活，还在县城找了一份送
快递的工作。周现水的事迹先
后被多家知名媒体报道，并荣
获第六届德州市道德模范，
2017年度“感动德州十大人
物”等荣誉称号，2017年荣登

“中国好人榜”。

今年4月份以来，中共山
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明
办、山东省总工会、共青团山
东省委、山东省妇联等部门
联合开展第七届全省道德模
范评选活动。全省各地各部
门逐级推荐上报道德模范候
选人选，根据公众代表、省文
明委成员单位投票及评审委
员会评审结果，产生了60名
第七届全省道德模范人选，
自5月15日至21日面向社会
公示。

史洪清及家人接过喜报和慰问金。

本报5月1 5日讯 (记者
贺莹莹) 近日，德州印发《德
州市打好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作战方案 ( 2 0 1 9 — 2 0 2 0
年)》，方案要求中心城区(德
城区、陵城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运河经济开发区)建成区
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已完成整
治的水体确保水质不反弹；到
2020年，县(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达70%，农村生产
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目前，全市面临建成区黑
臭水体治理存在反弹迹象。个
别县(市、区)存在重治轻管、
黑臭反弹现象，黑臭水体治理
成果不稳固。部分县(市、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存在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雨污
分流不彻底、管网建设欠账多
等问题，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目标未实现。有的城镇污
水处理能力不足或超负荷运
行、管网不配套、雨污管网分
流不彻底等问题突出。

任务要求要深入推进中
心城区建成区和县(市)黑臭
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全面加强污水管网建设。
推进老旧城区、城乡接合部污
水收集处理和雨污管网分流
改造，科学实施沿河沿湖截污
管道建设。开展建筑小区、单
位内部和市政雨污水管道混
错接改造。暂不具备雨污管网
分流改造条件的区域，采取增
加截留倍数、调蓄等措施降低
溢流量，采取快速净化措施对
溢流污染进行处理。新建城区
应同步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和配套管网，实施雨污管网
分流。未接入污水管网的新建
建筑小区或公共建筑，不得交
付使用。加快建成区污水管网
建设，到2020年基本实现污
水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
切实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到
202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到98%以上，县城污水处理率
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建成
区污水全处理。全面加强入河
(湖)排污口监管。严格管控工
业企业污染。对超标和超总量
的排污单位予以“黄牌”警
示，采取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
等措施；对整治仍不能达到要

求且情节严重的排污单位，予
以“红牌”处罚，依法予以停
业、关闭。加快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城市新区、园区和开发
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以及棚户区和危房、老旧小区
改造，要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要求。积极保障河道生态水
量。定期开展水质监测。

另外，强化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巩固禁养区畜禽养殖关
闭搬迁成果，新建或改扩建畜
禽规模养殖场，应严格控制在
适养区内。到2020年，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全部配套建设粪
污贮存、处理、利用设施并正
常运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处理
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对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配套率提前一年达到
100%。分类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加大生活垃圾治理力度。
完善垃圾处理体系，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就地分类、资源化利
用和处置。2020年底前，95%
以上的村庄实现农村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

到明年县(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70%
葛 县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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