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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礼让行人
应“永远在路上”

11月 24 日， 市区的田先生拨打党报热线
2349995 反映，现在“创城”评选工作已结束，城
区的一些斑马线上， 却又出现了一些斑马线不礼
让行人的行为。 他说“创城”评选工作已结束，但
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文明行为绝不能结束， 应以此
为契机，大力倡导司机礼让的文明行为，让斑马线
成为折射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接到热线，记者走上街头调查。 由于“创城”
工作的扎实开展，现在济宁天空纯净、街道整洁、
社区干净，“创城”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特别是在斑马线上的礼让行为，一个细微的
举动，不仅反映了驾驶员个人修养，也是对行人的
生命安全的更好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发
现在城区的一些斑马线上确实又出现了一些不礼
让行人的行为。

太白楼路是城区的主干道，是许多的商场、居
民区、学校等人流量较大场所的聚集地。 太白楼路
运河城附近的一处斑马线上，是往来人员的必经要
道。但是，川流不息的车辆，似乎忽略了斑马线上的
礼让行为。有些驾驶员看到需要通过斑马线的人数
很多，害怕让过一人就需要等很久，便出现“抢道”
现象，造成人与车“擦肩而过”的危险情况。

在吴泰闸路与科苑路交叉口向西的几处斑马
线附近，记者发现，不少驾驶员已经摸清哪条斑马
线前有监控摄像头哪些没有。 在安装了监控摄像
头的斑马线上，礼让行人的行为就比较多；未安装
的，不少驾驶员并未礼让行人，而是加速通过斑马
线，或鸣笛抢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行人存在着横穿马路
的行为。记者分别在琵琶山路、清平巷发现横穿马
路的行为，哪怕是斑马线就距身边 10 来米，行人
依旧我行我素。为倡导文明出行，在约束机动车驾
驶员礼让行人、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行人也应该
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这里，老年生活乐悠悠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杨威

9月 28日，邹城市 12349养老服务综合信
息平台启动运营， 这一平台不仅有效解决了老
年人物质、文化、医疗、家政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还使养老服务业真正进入“智能化”时代。近年
来，邹城市不断加大民生保障投入，逐步完善了
养老保障体系， 使老龄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由
此， 也让老年人更高更快更好地享受到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晚年生活乐悠悠。

养老有保障 娱乐有场所

邹城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老
年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基础
养老金人均每月 100 元，7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社会救助水平
不断提高， 五保老人集中供养人年均 6400
元，分散供养人年均 4600 元。 还建立了保障
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 560 元， 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 375 元。 老年福利和优待全面落实到位，
100 周岁以上、90 至 99 周岁、80 至 89 周岁

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领取 500 元、100 元和
30元的高龄补贴，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补
贴 795万元。通过推进银龄安康工程，大力促
进老年人参保意识， 今年参保老年人 4.5 万
人，理赔率达到 87%，走访慰问出险特殊案例
及贫困老人 36 例，慰问金 1.8 万元。 全市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查体、 免费乘坐公
交车、 免费进入旅游景点等优待服务政策全
部落实到位。

为使老人们老有所乐，他们还实施了“文
化兴市”战略，不仅推进了城乡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构建了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
了镇街综合性老年活动中心、村文化大院、文
化小广场、健身广场、农家书屋全覆盖，还形
成了覆盖城乡持续均等的“15 分钟公共文化
服务圈”。充分发挥市老体协、老科协、老年书
画研究会等老年社会文体组织的龙头带动作
用，组织发展壮大了老年文体队伍，经常组织
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常年参与
活动的老年文体队伍 1000 多支，每年举办各
类大型文体展演活动 30 多次，参与老年人 5
万多人次， 老年文体活动逐渐常态化、 大众
化、普遍化。

服务智能化 维权无缝隙

今年 9 月，12349 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
台投入运营，通过信息化、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和定位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急、
助浴、助行、助医等上门服务，满足老年人物
质、文化、医疗、家政服务等诸方面的需求，真
正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推进养老服务业
进入“智能化”时代。

他们还积极探索城乡养老协作机制和农村
养老新模式， 加大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服务保
障力度，在农村积极推行孝心养老金，实施孝善
养老。持续加快养老设施建设，全市共建成养老
设施 307处，共设置床位 8560张，平均千名老
人拥有床位 40张，满足了老年人的入住需求。

为使老人养有所养，保障老人权益，他们
经常开展老年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并将《老
年法》、《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等印
制成挂历、宣传册，发放到居民手中；印发老
年人防诈骗宣传海报、《老年人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知识手册》2 万张（册），传授电信网络
防范诈骗知识， 指导老年人正确防范新形势

下的诈骗行为。 为做好孝德调解工作的规范、
指导和监督， 他们又加大了村居孝德调解队
伍和调解室建设，目前，全市累计建设标准村
居孝德调解室 100 个， 村居孝德调解队伍
500 余人，及时化解涉老矛盾纠纷，有效维护
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北宿镇五里营社区、钢
山街道后八里村等 5 个单位， 还分别被授予
“山东省老年人维权工作示范站”荣誉称号。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他们又将敬
老文化、 涉老法律法规融入到美丽乡村文化
建设，建成了一大批敬老文化一条街、一面墙
及二十四孝图、老年知识常识图片展，形成了
敬老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得益彰、 齐放光彩的
浓厚氛围。 香城镇北齐村等 5 个村荣获“济
宁市孝心示范村”、钢山街道后八村荣获“山
东省敬老文化教育基地”称号。他们还连年开
展“敬老文明户”和“孟子故里孝亲敬老之
星”评选表彰活动，有 1850 户先后被命名为
“敬老文明户”，71 名“孟子故里孝亲敬老之
星”，并先后涌现出“山东省十大孝星”宋伟、
“济宁市十大孝星” 宫元义，“全国敬老文明
号” 邹城市出租车爱心车队等一批敬老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

退休工人老景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鲍童 摄影报道

“现在的生活， 比以前是再好不过
了。”已 70 岁高龄的景尚林是生活在济宁
城区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 曾经历了 15
年在甘肃支边的艰苦生活， 过着现在越过
越好的幸福生活， 让这些曾经为建设祖国
而付出自己美好青春年华的他倍感欣慰。
今天就让我们听听景尚林的故事。

景尚林是天津人，1979 年结束了在甘
肃的支边工作后，就来到了济宁，虽然已在
济宁生活了近 40 年了， 但他言语间仍有
着浓厚的天津味。作为最早一批支边知青，
景尚林 1964年就来到了甘肃。“那时是以
参军的名义过去的，当时国家号召‘屯垦
戍边’，支援边疆建设。”当时，景尚林的支
边地在甘肃省酒泉市玉门镇， 喝的是祁连
山留下来的雪水，住的是帐篷，景尚林告诉
记者：“当时那里非常的荒凉，风沙非常的

大。 咱们这边的人过去后面对那边干燥的
天气，根本是受不了。刚开始很多人都发生
了嘴裂、手裂、流鼻血的情况。 ”

“春风不度玉门关” 就是描述景尚林
支边劳动的地方。“我曾经不相信这句话，
等到了嘉峪关才真正理解诗里所说的场
景。在关里一点风都没有，到了关外却是风
沙四起。 那边风沙弥漫， 这边就一片晴
天。”景尚林回忆说：“那时候，人们的想法
也都很简单， 就是一心要摆脱掉贫困的生
活，因为心中有信念，苦也不觉得苦了。 改
变边疆面貌，争取多打粮食，多支援国家、
多支援建设。 ”

艰苦困难时期， 也并没有磨灭老景乐
观的性格。自小在天津长大的他，打的一手
不错的天津快板。 “因为年轻的时候毛主
席号召多学几门技术和手艺， 出门难不倒
你，也就是艺不压身嘛。天津也是曲艺的窝
子，上学的时候就学会了快板。到了甘肃正
好派上用场。 ”景尚林和其他知青一同成
立了文艺队，丰富当时枯燥、艰苦的生活。
景尚林告诉记者，当时他们那里有西安的、
兰州的、 上海的……来自祖国各个城市的
知青，他们中有不少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
帮着写词，老景就唱。

就这样， 景尚林在甘肃一呆就是 15
年，1979年才回到天津。 因老伴是同样在
甘肃支边的济宁知青， 没多久他就调到了
济宁。景尚林告诉记者，他很想再回到他曾
奋斗建设过的地方去看看， 但因身体的原
因，他已经好久都没回去了。只是通过回去

的战友们为他专门录制的光盘， 看看当年
他们建设过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 “原
本荒凉的风沙地带，现在都盖起了楼房。有
种葡萄的、有种果树的，各家各户小日子过
得都很好，庭院也很漂亮。 ”景尚林说。

景尚林现在的生活， 可以说就像芝麻
开花一般节节高。从小就喜欢文娱、爱好天
津快板的老景，现在每逢朋友聚会、或是晚
上都会在小区老年文娱活动中心里总是情
不自禁地唱上一两段。“日出红霞布满天，
十九大精神照山川。济宁古城变了样，城市
面貌大改观……”这是在景尚林自己创作
的快书《济宁赞》中的一段。因为十几年前
得了胃癌， 景尚林的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
二，为了改善体质，生活也是很讲究，一天
吃一只大海参，牛羊肉不断。“这还不都是
党的政策好啊， 又赶上了退休工资十三年
连涨， 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真的是好的
太多了。 ”景尚林说。 加上孝顺儿子的照
顾，老景每天都过得非常舒心。每天除了在
家打扫卫生、 料理家务， 他还坚持做做运
动、打打拳。 每到周末，两个儿子带着孙子
回家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

老景的生活虽然平凡， 却是在我们
普通老百姓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经历过
艰苦年代的磨练， 更会理解现在美好生
活的来之不易。 他精神好、神态好，景尚
林告诉记者：“咱老了， 也赶上了好时
代，过上了新生活，特别是前段时间听了
十九大的报告， 更是对今后更好的生活
充满了信心。 ”

共享单车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便利， 但是有些共享
单车的停放却在扰乱着市容秩序。近日，记者在洸河路、
太白楼路、建设路、皇营路等路段，发现有些共享单车被
随意停放，有些则横七竖八地躺在绿化带里，还有些虽
然摆放整齐，但占用了部分盲道。 ■记者 梁琨 摄

住上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梁琨

“多亏党的政策好！ 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 身体都不
好，常年服药，家里也没有劳动力，如今政府给盖了新房，我
们还入股了村里的蔬菜种植项目， 农忙时还可以在基地打
工挣钱，收入也有保障了。 ”辛庄村 70 多的王士友大爷正
在项目基地忙活着，见到记者高兴地说着这些年来的变化。

自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曲阜市王庄镇坚持因地
制宜、发展生产，增强贫困人口造血能力，始终把帮助贫困
群众发展生产、增强造血能力摆在扶贫措施的第一位，对全
镇 707 户 1485 名困难群众精准识别， 摸清信息， 建立档
案；精准帮扶，因户施策，包保到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户持
续增收、稳定脱贫问题。

该镇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对 111 户贫困户进行危
房改造，随着一间间破屋烂房被拆除，一堵堵垮塌墙垣被修
复，一条条乡村土道被硬化，一栋栋新式住房拔地而起，改
的是房，暖的是心,截至目前，111 户贫困户已经全部住上
安全温馨的房子。

住上好房子，还要过上好日子。该镇把产业发展放在精
准扶贫的重要位置，通过思想上的发动，工作上的引导，政
策上的鼓励，资金上的扶持，2016 年 7 月份，王庄镇辛庄村
聚鑫源粮食种植合作社申请实施了曲阜市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项目，在村内流转土地筹建了优质特色蔬菜种植项目。项
目区的贫困户可以土地入股，一亩算一股，除了应得的土地
承包款，贫困户还享受年底股东分红。 同时，贫困户可到项
目基地打工，根据工作量享受收益分红。

“这几年，依托上级好政策特别是精准扶贫，我们村村
民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群众条件
都富起来，日子好起来了。 同时，我们村里采取‘支部 + 合
作社 + 扶贫’模式，让农户享受租金，分红和务工三重收
益。切实在提高贫困户抵御自然风险，增加收入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谈到变化，辛庄村党支
部书记胡文雷向记者说到。

目前，项目区贫困人口 40 户，已有 97 人从利润中分
红利 3 万元，人均增收 309 元，贫困户每亩土地可得租金
1000 元，基地农户平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同时在项目建
设、管理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建设以及蔬菜采
摘，可解决 50 多人务工，增加贫困户收入。 真正实现了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真正实现干群一心，有效
地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②吴泰闸路阳光城市花园附
近，一位过马路的老人正在“礼
让”机动车。

③在秀水城西清平巷， 行人
机动车混行在一起。

⑤在琵琶山路与红星路交叉
口附近， 行人穿过马路时并未走
近在咫尺的斑马线。

①太白楼路运河城附近，市民
通过斑马线时车辆并未礼让行人。

④吴泰闸路阳光城市花园附
近， 几位准备过马路的行人正在
等待机动车的礼让。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心存侥幸酒后驾驶
巧遇直播成“网红”

酒精测试仪“滴、滴、滴”地响着，驾驶员某还在狡辩，
“我就喝了一点儿，就只喝了一瓶啤酒。 ”，但111mg/100mL
的测试结果让他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殊不知，酒驾查处现
场邹城交警正在进行网络实时直播， 该驾驶员也因自己的
违法行为成了“网红”。

下午 2点左右， 邹城市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在国宏大
道进行午后酒驾直播活动， 一辆白色的小型汽车看到交警
后慌忙掉头，企图从旁边小路上逃走。 不料，交警早已在周
围路口埋伏起来，该驾驶员和其车辆被民警控制住。

“打开车门，一股浓重的酒精气味扑鼻而来。 ”执勤民
警随即要求驾驶员下车接受酒精测试。下车时，驾驶员慌忙
解释自己并没有喝酒，后又称只喝了一瓶啤酒。民警拿出酒
精测试仪，为该驾驶员测验，起初该驾驶员还不配合，试吹
了几次终于成功。“酒精测试结果 111mg/100mL，已经达
到醉酒驾驶水平。 ”在铁的事实面前，驾驶员不得不承认自
己确实喝了酒还喝了不少。随后，民警将其带到邹城市人民
医院进行抽血测试，进一步确定该驾驶员的酒精含量。

原来，当天中午，该男子跟朋友在饭店喝了酒，想到家
就在附近，自己也不可能那么不走运遇到交警查酒驾。他便
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喝完酒就大摇大摆地上路了，恰好遇到
查酒驾。而此时交警正在进行网络实时直播，自己行为也一
并被“推广”了出去，做了一回“网红”。

据了解，驾驶员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平时的 15
倍，30%的道路交通事故是由酒后开车、醉酒驾车引起的。驾驶
员死亡档案中有 59%与酒后驾车有关。 触目惊醒的数字告诉
大家，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着交通安全，害人害己害社会。

如今，各地酒驾查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查
处只是手段，杜绝酒驾危害，还要从自身做起。对此，邹城交
警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一定要遵
纪守法来约束自己的驾驶行为，严守“安全驾驶”大关。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孙志刚 宋荣杰

当好“煤改气”宣传员
“煤改气不仅可以减少对大气的污染，还

能保护不可再生资源。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好
处就更多了， 以前冬天咱们用煤炭生火做饭，
需要储存不少煤，既占地方，还弄得家里很脏；
天天倒煤渣不说，还要经常通烟囱，弄得家里
外面到处都是灰， 如今咱们只要动动手指，按
几个按钮、打开几个开关就齐活了……”在微
山县昭阳街道西万二村煤改气施工现场，十几
个村民围在街道政协委员石华身旁，听他给大
家讲解“煤改气”的惠民政策。

为了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 有力地推进
城乡居民供热清洁化， 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昭阳街道上下齐心，努力宣传，改变群
众认识。 其中，街道的县级政协委员、人大代
表积极踊跃投身宣讲，他们走村入户，在充分
学习“煤改气”工作要求和惠民政策的基础
上，为村民讲解燃气壁挂炉常识，提高广大村
民对政策的知晓度， 引导辖区村民使用清洁
能源，强化村民的环保意识，确保城乡居民能
源结构调整和生活质量提高。 实现改装后的
农户们将告别煤灰扑鼻的“土暖”时代，实现
冬季清洁供暖。

一直以来，昭阳街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
在关注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在积极宣传
惠民政策的同时， 聚焦老百姓身边的难题、难
事，为和谐辖区干群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全街道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等重点工
作方面，他们积极建言献策，从提高辖区群众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实际行动，努
力改善居民的生活困境， 帮助大家早日过上幸
福生活。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霞 刘敬胜

景尚林唱起自己创作的《济宁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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