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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动态

臧家庄镇北洛汤村：

2019年“寻根之旅”
夏令营走进我市

红色村庄“贴心养老”
本报讯 方便老人的集体食堂， 不仅大
城市的社区里有，我市臧家庄镇北洛汤村里
也有。
北洛汤村共有村民 476 户、1236 人，曾
诞生我市第一名共产党员，成立我市第一个
党支部，红色文化底蕴丰厚，我市革命的火
种在这里被点燃并得到了传承，是 2018 年
度省级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 自 6 月底，随
着专门服务老人的铭恩食堂的试运营，这个
美丽的村庄更显温馨和谐。
这几日，每天临近晌午，位于北洛汤村
委大院内的铭恩食堂便热闹起来。 村里的老
人们两人成对、三五成群，相互搀扶着陆陆
续续聚集到这里，一边聊着家常，一边等待
食堂开饭。
“今天中午咱们食堂为大家准备了白
菜炖五花肉、清拌圆葱黄瓜丝，主食有米饭、
馒头和小米粥，晚上的菜是土豆芸豆烧排骨
和炒花菜”，食堂管理员李照明笑容满面地
为前来就餐的老人们介绍。中午 11 点半，食
堂准时开饭。 工作人员推着餐车，把刚出锅
的热气腾腾的馒头和炒菜分发给前来就餐
的老人们。
村子里建起集体食堂, 为全村 163 名
70 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户提供一日三餐，
北洛汤村委的这一暖心举动不仅赢得了全
村群众的交口称赞，更狠狠引来一波外界的
羡慕。
“现在村里大部分老人的子女都在外
地工作，不能经常回家照顾老人，随着年龄
越来越大， 老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不方便
了，岁数大的甚至连饭都做不出来，看着这

些老人的晚年生活， 我们真是又心疼又着
急”，谈起开办集体食堂的初衷，北洛汤村
党支部书记李森介绍。
经村两委干部协商以及全体党员和村
民代表表决同意后， 该村决定开办集体食
堂，解决老人们的吃饭难题。 他们从今年 3
月开始着手建设， 仅用 3 个多月的时间，就
打造出这处占地约 6.5 亩、 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150 人就餐的铭恩食
堂，于 6 月 23 日投入试运营。
据了解，铭恩食堂的所有饮食均由指定
供应商统一配送， 全部为绿色有机食品，保
证了老人的饮食安全。 食堂内吊扇、饮水机、
洗手池一应俱全，开放式的透明厨房让老人
们隔着玻璃橱窗就能清楚地看到厨师制作
菜肴的一切流程。
“从食堂开业那天起，我每天都来这里
吃饭，饭菜好吃，服务也好！”82 岁的村民李
延盛满意地夸道。 为了照顾村里行动不便的
老人，北洛汤村年轻点的村民们还主动担任
志愿者，哪位老人不方便到食堂吃饭，他们
就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上门，绝不让一位老
人饿肚子。 “村干部们为老人们想得这么周
到，咱都觉得心里很温暖，我们也想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为村里、为老人们做点贡献”，
村民高淑香由衷地说。
这么大的集体食堂， 谁来出资运营呢？
李森介绍，铭恩食堂由山东果都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和北洛汤村泽霖果蔬合作社共同建
设，共投资 60 万元。该食堂的打造依托的是
" 公司＋合作社＋子女＋农村医疗 " 的 " 铭
恩康养 " 新模式， 用餐标准为每人每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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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7 月 12 日，由中国侨联主办，山东省、烟台市侨联承办
的 2019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 “寻根之旅” 夏令营山东烟台营走进我
市，来自德国、俄罗斯等国的 30 位海外华裔青少年和领队老师参加
了本次活动。
我市侨联组织参加夏令营的华裔青少年们参观了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
—太虚宫，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中华道教文化，了解
了道教宗师丘处机的一生以及他所怀抱的“欲罢干戈致太平”的道
家理念。 营员们深刻地体会到道家文化所展现在世人面前那种追求
真理、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主张保护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精神境界。
夏令营领队代表和华裔青少年代表纷纷表示， 此次果都之旅使
他们充分体验到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胶东文化的独特魅
力，增进了对祖国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 今后将更加努
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搭建中外交流的桥梁，让中国优秀文化走
（韩琳琳）
向世界。

元， 其中 10 元由村党支部领办的泽霖果蔬
合作社承担，剩余 5 元由老人子女承担。
能够建起服务老人和贫困户的集体食
堂，得益于村集体收入的增加。 北洛汤村共
有耕地面积 1148 亩、 果园 700 亩、 山岚
2000 亩，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该村得以
流转集体和群众土地共 500 亩打造现代农
业产业园示范基地，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 村民变股东，2018 年村集体收入 15
万元。
除打造集体食堂外， 该村还投入近 30

万元打造了“智慧社区”，在全村大部分老
人家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一键报警装置，
老人如果遇到突发情况， 只需按下按钮，便
立即有当值的村志愿者到老人家中实施救
助。 同时，在外地务工的老人子女只需要打
开手机就能实时看到家中老人的日常起居
生活状况。 该村还开通了北洛汤村“视频专
线”，村民只要打开电视，选择“智慧社区”
板块， 即可实时观看村委组织召开的会议，
了解各级便民政策。
（齐轩 刘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见义勇为宣传多样化
本报讯 7 月 12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多名机关党员干
部到市文化广场围绕“见义勇为、平安你我”主题开展见义勇为集中
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该局党员干部积极向过往群众分发宣传材料，介绍
近几年来我市及其他地区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和先进群
体，号召群众为构建平安和谐社会做贡献。 活动当日共发放《烟台市
见义勇为宣传明白纸》《人人敢亮剑，正气永流传——
—致烟台市社会
各界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 1000 余份，解答群众各类问题咨询 300
余次。 此外，该局还通过滚动播放见义勇为口号，悬挂《烟台市见义
勇为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宣传，进一步弘扬社会正能量，
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浓厚氛围。
（慕绍峰）

孝媳徐辉： 陪伴前夫爸妈二十载
本报讯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源于 踏上了她的三尺讲台，每天两点一线,忙完工
心，“爱”生于情。 我市就有这么一个孝女，她 作忙家里。 就这样,徐辉一边工作一边照顾
用自己的坚守和付出演绎人间真情， 谱写了 着孩子和公婆。
一曲百善孝为先的动人乐章。
看着瘦弱的儿媳一个人为操持家庭劳
累，两个白发老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为了
给孙女一个完整的家，也为了徐辉能减轻负
突遭变故，她带着前夫父母再婚
担，公公婆婆劝徐辉再婚。 一开始徐辉根本
小个子，瘦肩膀，一张小圆脸上两只真诚 不考虑，也完全没有离开这个家的想法。 可
的大眼睛，徐辉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瘦弱善
禁不住公婆和父母的催促劝说，也为了家庭
未来，徐辉勉强同意再婚，不过却有一个条
良的传统女人。 1976 年出生的徐辉是实验
小学一名普通教师。 90 年代，师范毕业的徐 件，那就是无论嫁到哪都一定要继续照顾公
辉分配在杨础镇东柳中学教学。 青春善良、
婆。
工作认真的她通过自由恋爱与同学校的体育
2004 年底，一个被徐辉的善良感动的男
老师结缘，两人很快结婚并在婚后生了一个
人出现了。 在男方同意一起照顾两个年迈的
可爱的女儿，生活平淡而又幸福。
老人的情况下，徐辉再婚并生下一个儿子，从
天有不测风云。 2003 年 4 月，徐辉经历 此一家人过上了照料三方老人的忙碌日子。
了人生中的一场重击，丈夫在一个雨夜外出
途中出车祸意外离世，让整个家庭沉浸在悲
二十年如一日，用温暖举动诠释“孝”的真谛
痛之中，而那时女儿才刚刚一岁。 这让 27 岁
的徐辉深受打击，甚至几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 再
……可当徐辉看到失去亲人一夜白了头的公 婚后的徐辉像女儿一样照顾着两对公公婆
公、婆婆和年幼的女儿，徐辉的心碎了，她知
婆。 她尤其牵挂的是住在老家的前夫父母。
道：两个老人家和孩子还需要人照顾，一定不 再婚以来，她每周都抽时间带着孩子回杨础
能扔下他们。 于是，她毅然选择坚强面对，勇 去看望老人，每个年三十都在前夫公婆家过，
敢肩负起赡养年迈公婆和年幼孩子的责任。
初一再到现在的公婆家，二十年如一日，风雨
无阻。 现任丈夫和公婆的包容理解也让这个
不仅如此，她也没有因巨大悲痛影响教
学，丈夫去世后仅一周，坚强的徐辉就又匆匆 重组的家庭充满和谐。

就这样，过年过节去哪里便成了这个家
在药店给她买了一盒愈裂霜。 过了不久女儿
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不管遇到哪个节日，
脸就好了， 可奇怪的是她总追着妈妈询问：
徐辉都会为老人们做上一桌丰盛的大餐，给 “妈妈，这个药是哪买的？ ”徐辉感到很纳闷，
老人们倒茶夹菜，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而
就问她:“你问这个干嘛？ ”女儿回到：“爷爷
且平时只要有空闲,徐辉就一定要回家看看
的手也裂口了，我想买个给他。 ”徐辉这才恍
两位老人。 徐辉的牵挂成为慰藉两位失去儿 然大悟。 公公是个木匠，一到冬天，常年裸露
子老人心灵的最好妙方，公公婆婆在她的关
的手就布满裂口，孩子这是记挂着爷爷呢！ 徐
爱和照顾中一改往日的愁眉不展，开始收获
辉被女儿的孝心和细心感动了， 眼睛一下子
感动和幸福。
湿润起来。
徐辉是个细心的人。 每年家里的各位老
现在女儿和儿子都长大了。 今年奶奶过
人们快过生日时，徐辉都会提前从他们口中
生日, 女儿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奶奶买了血压
套话，看他们最需要什么，今年给她们买件衣 计,儿子则制作了生日贺卡。 徐辉相信，以后
服，明年买点首饰……就这样，徐辉成了家中 他们会做得更好。
老人们的“小棉袄”，成了能带给他们欢笑和
“乌鸦尚能反哺，尽孝更是我们每个人
幸福的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给
予了我们太多，足以让我们用一生来回报” ，
提及“孝”的理解，作为老师的徐辉总是这样
言传身教，一家人延续“孝义”传承
对学生和儿女说。
徐辉从小是听着村里人对妈妈的夸赞长
今年，女儿高考、儿子中考，徐辉一家也
大的。 妈妈是方圆几里出了名的好媳妇，孝顺 迎来了关键之年。 对子女的教育，徐辉有自己
能干，也是徐辉最敬佩的人。 徐辉观察她的一 的方式，她总是这样鼓励两个儿女：“你们有
举一动，模仿她的一言一行，也学着她的样子 两个爷爷奶奶， 以后肩负的责任比别人要多
给爷爷奶奶倒水倒茶，缝衣做饭。 慢慢地孝顺 一倍，所以更要加倍努力学习啊！ ”
也成了徐辉为人妻为人母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家里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徐辉的影响下， 有老人都健健康康，两个孩子学业不断进步，
孩子们也传承了这一份孝心。 在女儿五岁那 一家人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 ”想着未来，徐
年冬天，孩子的脸被风吹得有些裂口，徐辉就 辉道出了自己的期许。 （齐轩 王阿勇 谭蕾）

放弃 30 万元年薪回乡挑起“当家”重担，短短五年时间就让老村旧貌换新颜，观里镇这
位年轻人带着家乡父老——
—

打造既富且美新乡村
本报讯 白天，约上几个老伙伴到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晚上，和村
民们一起聚到村头 1200 多平米的文化广场
上跳舞聊天，这样有滋有味的晚年生活，让去
年从上海回来的蒋延武彻底打消了离村的念
头。
蒋延武是观里镇蒋家庄村人， 五年前他
离开村子到上海女儿家住了几年，再回来时，
村子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
的泥土路全部硬化成了宽阔的水泥路； 村委
大院变得崭新气派，卫生室、娱乐室、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等一应俱全； 村里还建起了净水
厂， 村民像城里人一样喝上了纯净水……看
着这一切，蒋延武不由自主地感慨：“变化太
大了！ ”
蒋家庄村在短短五年时间里的巨变，与
现任村支部书记蒋家兵离城返乡密不可分。
蒋家兵今年 45 岁，自 2014 年 4 月起担任蒋
家庄村支部书记。 “30 岁出去打拼，40 岁又
回了老家”，蒋家兵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在
外 10 年间，他在我市一家大型化肥厂担任总
经理，一年收入 30 万元左右。
2014 年， 老支书极力劝说蒋家兵回村。
“老书记当时快 70 岁了，虽然想为村里做点
事情，却也有心无力，他觉得我年轻有魄力，
就想让我接他的班， 回来带着大伙好好把村
子建设建设”，蒋家兵回忆。 怀着“为老家做
点事情”的念头，他辞掉了在外的工作，于当
年 4 月初“接棒”老书记，成为蒋家庄村的
“新当家人”。

蒋家庄位于观里镇驻地东南方向， 现有
人口 879 人， 是观里镇辖区内一个较大的自
然村。 村子虽大，却也曾暮气沉沉。 “俺村老
龄化特别严重， 全村 360 多户人家，50 岁以
下的才 43 户，80 岁以上的有将近 60 人，大
部分都是六七十岁的”，蒋家兵介绍。 村里缺
年轻人，党支部也没有号召力，做什么事情都
是“拖不动拉不动”的，连自来水费都收不起
来，更别提发展了。
蒋家兵决心先从改变村容村貌着手，以
村貌的改善提振村民的“精气神”。 他首先瞄
准村委大院对面的烂草堆,自己垫资 20 余万
元，建成了 1200 平米的文化广场，并配置了
宣传栏和健身器材。 “我永远忘不了 7 月份
广场建好的那一天， 老百姓高兴地又跳又
唱”，蒋家兵回忆。
老百姓对广场修建的支持给了蒋家兵很
大的信心，借着热乎劲，他又垫资 20 万元，为
村里拉上了 46 盏路灯，修缮了村委 26 间房
屋，硬化了 1400 平米的村委大院。 焕然一新
的蒋家庄不仅美了村里的老百姓， 还吸引着
牟家庄、 彭家庄等周边村的群众天天前来纳
凉休闲。 “晚上路灯一亮，他们就骑着电动车
来了”，村民蒋家选自豪地说。
村干部的心就在那时候悄悄扭在了一
起。蒋家庄村两委共 8 人，蒋家兵定下一个规
矩：每天晚上 7 点半准时在会议室开会，有事
议事，无事则交流学习。 从 2014 年起，五年
来蒋家庄村“两委”成员早已经养成了习惯，
没有一天间断过。

从那以后， 蒋家兵带领村干部一年一个
脚印，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变了村子旧貌，
也凝聚起全村百姓的心：上任第三年，带领村
民对村里三个水库进行了清淤， 保证了全村
3000 亩苹果园在套袋前绝不缺水; 同年，硬
化村里 3 条主干道路和 3 条进山主路， 使村
庄彻底告别了泥土路；第四年，又带领村民奋
战 37 天， 钻了 10 眼 150 多米深的水井，彻
底满足了全村百姓的吃水、 用水以及灌溉需
要……
如今的蒋家庄， 放眼望去， 不仅庭院整
洁、村容美丽，环绕村庄的“三大项目区”更
将村子映射得活力无限。 最大的是纳入市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苹果示范园。 这片成
方连片的苹果示范园共涉及蒋家庄在内的 5
个村庄，仲夏时节，从公路转入村路，近 2000
亩的示范园便立刻映入眼帘， 绿意盈盈煞是
好看。
“2018 年 3 月，我们依托我市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成立了海厢股份经济合作社，
流转了 520 亩苹果园”， 蒋家兵介绍。 其中
120 亩属蒋家庄的集体土地， 去年底获得土
地流转资金 17 万元， 加上 2017 年 10 月投
产的净水厂收益，蒋家庄村集体共进账 20 万
元。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蒋家兵便盘算起了如
何通过“多条腿走路”来带动村集体更长远
地发展。
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多次外出考察， 最终
敲定了第二个项目——
—大棚香椿种植。 蒋家
庄村集体以租赁的形式流转了村北一块 3 亩

的土地， 在今年 4 月初栽种了 24 万棵香椿
苗。“今年 8 月我们将在旁边建 2 个大棚，秋
天霜降后将幼苗全部移进大棚里， 春节前就
能上市，保守估计，当年就能有 30 多万元的
进账”， 蒋家兵一边仔细查看香椿苗，一边盘
算着收益。
村南山地的 50 亩地瓜田是蒋家庄村的
第三个项目区， 也是该村的扶贫专用田。 原
来，敲定大棚香椿种植后，蒋家庄村“两委”
又定下了地瓜项目，于 5 月中旬购买了 30 万
棵新品种地瓜苗。 当时正赶上苹果套袋，找谁
来种这些地瓜苗呢？ 蒋家兵想到了村里的
“特殊群体”。 该村共有贫困户和低保户 12
户、五保户 9 户，其中 4 户无劳动能力，蒋家
兵便把其余 17 户发动起来，把 50 亩的地瓜
田交给他们，从种苗到管理全由他们负责，把
他们的劳动力折成股份，待年底取得收益后，
拿出 20%的资金给这 17 户平分， 一方面增
加村集体收入，一方面带动贫困户增收，一举
两得。 今年 67 岁的蒋家丰是村里的五保户，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有
这块地瓜田管理着，不仅能锻炼身体，年底还
能分到两三千块钱，多好的事儿！ ”
“两年后，我们产业园的苹果树就结果
了，加上香椿和地瓜两项收益，村集体收入就
能突破 100 万”，蒋家兵信心满满地说。 他计
划把产业发展的触角延伸到周边的五六个村
子，携手打造田园综合体，力争 5 年内本村集
体收入突破 200 万。
（齐轩 林大开 王东）

唐家泊镇
校村共建惠民生
本 报 讯 7 月 9 日，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光电学院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扶贫书目捐赠仪式， 在唐家泊镇肖家
夼村党支部办公室举行。
此次校村共建活动是唐家泊镇招才引智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的
在于将学校的学术成果和人才智力引入到新农村建设和发展中来，
同时，通过校村共建关注贫困群众，提高贫困群众文化知识水平，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为建设更加美丽的富饶乡村
贡献力量。
肖家夼村拥有深厚胶东红色革命根据地文化传统， 民风真挚淳
朴， 齐鲁工业大学光电学院希望把肖家夼村实践基地建成校村共建
的优秀典范，为肖家夼村的村庄建设、乡村振兴提供更为可靠的人才
保证和智力支持。 此次校村合作的成果还将运用到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发展过程中，为肖家夼村发展提供志愿者服务和科技扶持。
（林鹏涛）

▲ 暑假临近，社会流动人员增多，为防止传销组织趁机从事违法
活动，自 6 月 24 日至 7 月 23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公安局联手
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打击传销宣传月活动， 以增强广大民众的法
律观念和防范意识，有效抵制各种类型的传销活动。 目前，共举办各
类宣传 2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
下一步， 相关部门将以落实联防联控严打传销的属地责任为抓
手 ，推 动 建 立 完 善 地 方 党 委 、政 府 主 导 下 的 打 击 传 销 组 织 领 导 机 制 ，
充分调动基层组织的积极性， 全力打压传销生存空间， 实现辖区内
“零传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曹静 桑文召 林宏 摄影报道）

反邪教知识窗

识别邪教“全能神”
“实际神”又称“东方闪电”，组织内称“全能神”, 因其最
早经常使用的书籍《东方发生的闪电》 以及引用的《圣经》 中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 ”，故称之为“东方闪电”或
“闪电派”。 该组织是由黑龙江省阿城市原“呼喊派”骨干赵维
山（男，52 岁，灵名“全权” ）于 1993 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实际神”以《话在肉身显现》 为经典，以所谓“神”的话语
鼓吹世界己进入末世审判时代，声称“神”已第二次道成肉身来
到人间开展末世作工，要求世人要绝对顺服“神”，听“神”使
唤，最终建立“神”的国度，作王掌权。 常用的宣传品还有《基督
的发表》（又称《审判在神家起首》《那灵的作工》等）《东方发
出的闪电》《神最后的说话》《全能神你真好》（又称《跟着羔
羊唱新歌》) 等书籍和《国度的赞美》《真理圣诗》《新歌》 等
光盘。
“实际神”污蔑称“中国是最崇拜撒旦的国家，因此遭我诅
咒”,“中国是被我诅咒的国家，是大红龙的后代”(“大红龙”
指共产党），号召信徒“恨大红龙，舍去生命，舍去一切，不惜个
人的得失，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展开一场鱼死网破的决战，将
大红龙灭绝。 该组织还通过散步谣言， 宣扬世界末日等妖言邪
说，制造社会恐慌气氛，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其实质就是
一个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
( 内容由 610 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