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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文明风

深秋时节袁走进临海镇袁内外兼修的美丽乡村尧谦恭
有礼的居民尧随处可见的志愿者尧幸福绽放的笑脸噎噎一
粒粒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野种子冶让新思想尧新文化尧新理念
野飞入寻常百姓家冶袁 传统礼仪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
映袁美好愿景与美丽实景在这里激荡交融遥

年初以来袁 临海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中积极探
索尧勇于创新袁一朵朵文明之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绿野上
美丽绽放遥

文明宣讲入民心
野去年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花费 13000 多元袁医保

报销 7000 多元遥 我们每年就交医疗保险费 200 多元袁
还是国家的政策好啊浴 冶日前袁临海镇金海村采取百姓
上台交流式的形式宣讲国家好政策袁村民杨允富表示院
野虽然我一直在缴医疗和养老保险袁但搞不清楚到底有
哪些好处袁今天我都明白了遥 冶

野如今有种不良风袁高考中考一落幕曰刮起一股耶谢
师爷风袁酒席列入筹划中曰考生家长需抵制袁破除陋习树
新风曰耶状元宴袁谢师宴爷袁都是为的图体面曰相互吃请坏
风气袁它是陈旧的观念曰浪费钱财伤身体袁这种陋习需

改变噎噎冶在该镇集市上袁同祥快板队的队员宣讲推进
移风易俗袁赢得在场赶集的人们热烈掌声遥

据了解袁为保证文明宣讲效果袁该镇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宣讲中袁宣讲员从以往的野灌输式冶转变为广大群
众听得懂尧易接受尧齐参与的野草根式冶袁将与广大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医保政策尧民政扶持政策尧残疾人帮扶
政策等带进千家万户袁 让广大群众听得明白袁 搞得清
楚遥 今年来袁全镇共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120 余场袁受教
育群众 2 万余人次遥

野村居之声冶响全镇
野秋季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袁特别容易引起流感尧

流脑尧流腮等呼吸道传染病遥 冶野今年将把高血压尧糖尿
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袁 对贫困人口起付线降低
50%噎噎冶每天中午 11 点和晚上 6 点袁该镇各村居的大
喇叭都会准时响起遥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中袁 该镇面对农村留守老
人多尧文化程度偏低尧看不懂宣传资料尧干部上门宣讲
难以面面俱到等难题袁 推出了村居大喇叭实践模
式要要要野村居之声冶遥 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袁各村居通
过大喇叭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尧法律法规尧科
学种植技术尧时政新闻等内容袁架起了村干部与群众之
间的野连心桥冶遥

该镇五岸居委会总支书记徐勇认为袁 广播是党和
政府面向广大农民群众最直接尧最生动尧最接地气的宣
传工具袁人民群众听得到尧听得懂袁是传播党委政府好
声音的野扩音器冶尧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野信息站冶遥 目前袁
该镇的大喇叭在全镇各村居实现了全覆盖袁 每天播放

两次袁在推动乡村振兴尧助力富民增收尧引领文明新风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袁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遥

志愿服务进农家
野当我看到被我帮助的那些人脸上露出笑容袁当他

们拉着我的手感谢我的时候袁 我这心里比吃了蜜还
甜遥 冶日前袁临海镇后涧村志愿者陈婷婷对记者说出了
她隐藏已久的心里话遥

自该镇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以来袁 志愿者们经常深
入该镇敬老院袁免费为敬老院里的老人义务理发袁甚至
还给部分行动不便的村民提供上门理发服务袁 目前服
务人数已达近千人袁 志愿者们用热心和奉献帮助了百
姓尧温暖了整个乡镇遥

当你深入了解临海镇袁你会发现这些野平凡中的力
量冶在这个小镇处处可见袁退休老干部张同祥即使上了
年纪也不怕辛苦积极组织同祥快板队袁 自编自导自演
农民快板袁深入田间地头尧街头集市袁把党的富民政策
及时传达给偏僻乡村的老百姓曰 新东村志愿者深入村
民家袁将征收农村医疗保险途径尧时间尧金额告知村民袁
并主动到腿脚不方便的村民家袁 帮助他们缴纳农村医
疗保险噎噎

野我们临海镇要通过开辟各种平台袁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袁 打通新思想传播通道袁 奏响文明和谐乐
章袁让党的理论耶飞入寻常百姓家爷尧技术走进田垄间尧
道德融入血脉里袁开辟临海高质量发展新境界遥 冶该镇
党委书记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所长吴俊表示遥

绿野绽放文明花
要要要临海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李文华 通讯员 李瑜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近年来,盘湾镇坚持以文明
城市创建为统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道
德建设 ,持续深化道德实践 ,强化居民文明素养养成 ,以扎实有
效尧贴近实际的举措,有力提升全镇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遥

该镇高度重视文明实践站建设, 建成集健身运动尧 文化宣
传尧远程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群众活动场所,高标准建设文明实
践站袁开展居民教育尧党员教育尧科普教育等常规活动遥深入开展
野美丽集镇冶野文明新风户冶野最美网格员冶等评选活动,号召广大
居民身体力行,从响应文明健康尧公筷公勺等社会公约做起,以自
己的规范行为带动身边人袁以自己良好的公德风尚影响身边人遥
组织开展野创文冶大提升行动,动员社区民众自己动手开展老旧
背街后巷环境整治尧参与野文明交通冶行为倡导,在潜移默化中增
强居民文明理念遥 持续开展深度挖掘野好人冶事迹,积极参与各级
野好人冶评选活动,根据评选结果,及时更新村居宣传栏 ,好人榜 ,
微信发布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遥 积极推进道德讲堂建设,每季度
村居均开展道德讲堂 1 次以上, 始终坚持用道德宣传尧 道德力
量尧引领居民崇德向善,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遥

盘湾镇

大力提升群众文明素质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针对当前农村出现的盲目攀比尧讲
究排场尧不尽孝道尧不讲诚信等新的野四风冶问题袁年初以来袁黄
沙港镇采取多种有效举措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法袁深入推进移
风易俗袁倡导科学文明生活理念袁切实把陈规陋习摒弃掉袁把新
风正气树起来遥

修订村规民约遥 该镇以村民自治为基础袁 充分掌握村情民
意袁组织群众深入讨论袁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曰在新的村规
民约中袁专门制定红白喜事办理规定袁并坚持一村一规袁力求务
实管用遥

深化道德评议遥 该镇坚持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道德评议会
议袁针对社会成员中不友善尧不诚信尧无孝道等突出问题开展集
中评议曰围绕当前社会存在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尧借机敛财尧铺
张浪费等歪风邪气开展广泛评议袁真正达到野评议一人尧教育一
片冶的效果遥

管住关键少数遥 该镇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尧村干部尧普
通党员婚丧嫁娶备案制度袁对未经报备办理尧违规办理袁一律严
肃处理遥 要求党员干部尧 村干部和普通党员要发挥带动示范作
用袁以正确导向和行为示范带动广大群众转观念尧破除旧俗尧树
立新风遥

注重宣传引导遥该镇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袁结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袁制作移风易俗大型公益广告牌袁发放移风
易俗倡议书袁在全镇形成人人参与尧人人支持的思想共识遥

黄沙港镇

移风易俗刹“四风”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为助力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袁
进一步营造野文明创建尧人人参与冶的浓厚氛围袁11 月 20 日袁县
人社局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来到县城水产路尧人民路尧解放路等路
段袁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之创文志愿服务活动遥

该局的党员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尧头戴小红帽尧手拿清洁工
具袁对责任片区道路周边尧绿化带等区段进行清理袁铲除沿街小
广告袁捡拾烟蒂尧纸屑尧果皮等杂物袁将自行车和电瓶车摆放整
齐袁劝导市民有序停放车辆遥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袁志愿者们还向沿街商户尧过往行人宣传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知识袁帮助商户做好门前野三包冶袁引导大家
增强文明意识袁共同营造干净尧整洁的城市环境遥

县人社局

开展创文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曹静冤年初以来袁县农水
集团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袁 注重提升居民对平安创建工
作的知晓率尧参与率袁积极组织网格志愿者开展野平安创建冶系
列宣传活动袁切实加强宣传的传播力尧影响力和渗透力袁努力营
造平安和谐的社区环境遥

该集团组织志愿服务队袁通过挨家挨户登门走访的形式袁向
网格内的 822 户社区居民和近 100 商户发放宣传资料近千份袁
重点宣传平安创建尧 扫黑除恶尧 安全防范尧 防范邪教等基本常
识袁提醒居民增强防范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袁让野平安创建冶的
重要性和相关知识深入人心遥

在宣传活动中袁志愿者们还向社区居民详细征询对野平安三
率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袁共征集到群众意见和建议近百条袁全部
反馈给各级职能部门跟踪落实遥

野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当前我集团的一项重要工
作袁下一步袁我集团将坚持文明创建和平安创建耶两手抓爷袁让两
项活动更生动尧更鲜活尧更富有成效遥 冶该集团副总经理王海林
介绍遥

县农水集团

文明创建与平安创建“两手抓”
11 月 14 日早上 8 点袁 在位于县城城北社区

的富景园居民小区袁网格员侯杏娣已经开始当天
的第一轮巡查遥

野正常上班时间是早上 9 点袁但我常会在上
班前在辖区内巡查一趟袁 看看各个路段交通情
况尧辖区环境卫生情况等遥 冶侯杏娣告诉记者遥

8 点 30 分袁已在辖区巡查完一轮的侯杏娣来
到办公室袁抓紧处理当天日常工作袁填写报表尧解
答居民问题咨询尧为居民办理证明等遥 上午 10 点
左右袁侯杏娣又要去负责的网格小区开展第二轮
环境巡查尧创文宣传尧入户走访工作遥

侯杏娣负责的网格是有物业小区冶 富景园
野居民小区和无物业小区 野教师楼冶袁 共有居民
350 多户尧 商铺 20 多户遥 她手拿铲刀等清洁工
具袁一路走尧一路检查尧一路清理袁每经过一家店
铺都要给经营户发放宣传资料袁引导其规范经营

行为袁做好野门前三包冶袁加入到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中来遥

野网格员每天都要深入到负责的网格开展巡
查和入户走访袁整治环境尧劝阻不文明行为尧宣传
创文知识等都是巡查过程中要开展的必不可少
的工作遥 冶城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兴荣向记者介
绍袁该社区的创文工作群会随时反馈居民群众反
映的问题袁 这些都需要网格员到现场去核实处
理遥 再加上社区要开展大量的日常工作袁网格员
加班加点是常态遥

“小网格”推动“大文明”
本报记者 杨向东

道路交通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袁 交通安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
关尧密不可分遥 人们行车尧走路的交通行
为袁 不但直接具体地反映人的思想素质
和道德水平袁而且能集中体现一个城市尧
一个地区的交通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
度遥 建设文明尧有序尧和谐的交通环境袁是
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遥

文明交通袁交规须先行遥 事实证明袁
仅仅依靠道德力量依然不能杜绝危险
交通行为袁还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来规
范尧惩治遥 自醉酒驾车入刑袁机动车礼让
行人尧一盔一带等交规施行后袁我县的
危险驾驶行为明显减少袁交通事故发生
率随之降低遥 然而依然有人 野顶风作
案冶院随意变道尧超速行驶尧违规停车尧步
行闯红灯噎噎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不
文明交通行为袁 轻则造成交通拥堵袁重
则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带来危险遥 倘若
交通参与者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袁不
野分秒必争冶袁不无视规则袁必能减少悲
剧发生遥

文明交通袁礼让不能丢遥 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袁 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遥 有些司机常因驾驶焦
虑袁患上了野路怒症冶袁谁乱超车尧乱并道或者龟速行驶袁
就破口大骂袁长按喇叭袁更有甚者竟加大油门袁上演了
一场现实版的野速度与激情冶遥 生命有且仅有一次袁礼让
三分袁静待分秒又何妨浴

文明交通袁教育不可少遥 需持续加大安全交通宣传
教育力度袁开展野文明交通专项整治冶活动袁大力推进停
车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袁 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礼让道德
修养袁加大对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处罚力度袁将交通违法
与绩效考核相挂钩噎噎多管齐下袁持续发力袁共同筑牢
守护群众生命的安全防线袁 让文明交通意识扎根群众
心中袁成为全体市民的一种生活习惯遥

文明交通没有野休止符冶遥 让文明交通成为我们生活
中的一种习惯袁就是要将交通安全观念融入到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成为实际行动遥 让野关爱生命袁文明出行冶的意
识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袁一起构筑安全尧畅通尧和谐的野平
安大道冶袁创建出安全尧畅通尧有序的文明交通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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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间自有真情在袁和睦近邻胜远亲遥 冶近年来袁笔者采
访了多家邻里乡亲精神文明小故事袁特选择三则与读者分
享遥

老赵的美丽野谎言冶
采访对象院赵长春渊70 岁冤
赵长春在退休前是县医疗系统的一位医务工作者袁为

人心地善良袁待人热情好客遥 他与邻居老李是亲密朋友袁有
一次袁他却对老李撒了一次野谎冶遥

那是一个中秋节的傍晚袁赵长春敲开老李家门袁歉意
地说袁家里来了客人袁屋小住不下袁他只好来野借宿冶遥 这是
老李巴不得的事袁因老伴刚去世袁女儿家住外地袁一年半载
难回来一趟遥 平时袁就是老李孤独一人遥 于是袁老李忙不迭
地点头应许遥

当晚袁赵长春就卷着铺盖来了遥 他俩边喝茶边看电视遥
顿时袁冷清清的屋内有了生气遥 第二天晚上袁赵长春还带来
一瓶老酒和几样小菜袁老哥俩喝得挺来劲遥 从那以后袁赵长
春不让老李做晚饭袁就从家里带来包子尧杂鱼尧炒肉丝等遥
赵长春还开玩笑说院野这是交的耶房租费爷啊浴 冶

野哈哈噎噎冶一笑了之遥
老李由于初失老伴袁伤心过度袁高血压病犯了袁头晕欲

倒遥 赵长春赶紧拿来血压仪袁给老李量血压袁又为他推拿按
摩袁使他的病情得到缓解遥

后来赵长春夫妇要去上海带孙子袁 才向老李道出实
情遥 原来袁老赵来陪伴老李袁目的是让老李好好振作精神遥
于是袁才对老李撒了个美丽的野谎言冶遥

张大妈的好邻居
采访对象院张桂花渊68 岁冤
一天袁 大约中午 11 点半袁 在交通路社区张桂花的家

里袁多了一位山东籍老奶奶遥 她们正吃着饭聊着天袁脸上满
是笑容满满遥

免费请无亲无故的老人吃顿饭袁这样的爱心故事在当
今社会似乎并不鲜见遥

张桂花今年 68 岁袁腿脚不便袁走路需拄着拐杖遥 张桂
花不愿住在女儿家里袁怕给孩子们添麻烦遥 一直以来袁张桂
花过着独居生活遥 张桂花和山东老人是这栋楼的友好户袁
山东老奶奶好客爽气袁知道张桂花的情况袁总是三天两头
给张桂花送饭尧送菜尧送汤噎噎这一送就是 5 年遥

张桂花常说院野山东籍妹妹做饭很好吃袁她经常陪我吃
饭袁陪我聊天尧散步尧唱歌尧跳舞噎噎就像我的亲人遥 我遇上
这样的一位好邻居袁真是我的福气呀浴 冶

儿女不敌好邻居
采访对象院王志刚渊63 岁冤
大前年的春节前夕袁一位老人在小区花园散步袁突然

心脏病发作袁瘫在地上一动不动袁光喘粗气遥
刚出门买年货的邻居王志刚正好路过遥 他二话没说袁

立即拨打 120袁还亲自把老人护送到县人民医院袁并忙里忙
外袁给老人挂号尧拿药噎噎

等老人的家人闻讯赶到医院袁老人因抢救及时袁已经
转危为安袁输上了液袁安祥地躺在病床上遥

野如果不是您伸出援手袁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浴 冶老人
的家人忙不迭地付上药费袁 紧紧握住王志刚的手感激地
说袁野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浴 冶

近邻胜远亲
本报通讯员 江正

连日来袁 我县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袁有力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袁提升了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袁市民的幸福感持续增强尧满意
度大幅提升遥

文明交通理念深入人心

城市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