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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朱本群 高
志超）近日，鲁城街道各社区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推进社区
建设、构建“幸福鲁城 和谐社区”。

鲁城街道春秋社区在御景湾小
区红帆驿站开展“喜迎虎年 虎虎生
威”亲子手工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
向孩子们介绍了“我们的节日·春节”
的来历和过节的习俗，孩子们听得津
津有味，虎灵虎气，不时提出天马行
空的问题。现场一片欢歌笑语。随
后在邀请的老师细心教授指导下，家
长和孩子们纷纷拿起橡皮泥动手捏
了起来，发挥自己创造力，过程中大
家有说有笑，相互学习，在老师的帮
助下很快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老虎
呈现在大家眼前。

西关社区民族小学举办虎福临
门、新年送福文化活动，活动现场几
名小学生正在挥毫泼墨，书写对联，
而在另一边，一群小朋友在埋头剪
纸。不一会儿，一张张火红的春联和

一幅幅精美的剪纸展现在人们面
前。而在旁边屋子里，几个老师正在
忙活做面花，一个个面团在她们灵巧
的手上眨眼间变成了一个个五颜六
色，栩栩如生的各种形象的面团，赢
得围观的人们啧啧赞叹。

周公庙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市政
协开展了“我们的节日·春节”——

“红红火火过大年”社区共建活动，
活动邀请了老年大学书法协会，书
法家们挥毫舞墨、笔走龙蛇，不一会
儿，一幅幅吉祥如意的春联、一张张
饱含祝福的“福”字跃然纸上，为新
春带来了别样的温暖，同时邀请社
区居民现场讲解如何制作手工皂和
布艺老虎，喜气洋洋，现场氛围“年
味”十足。

这些文化活动，让群众感受到浓
浓的年味儿，也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
了中国传统文化节日风俗的魅力，弘
扬了和谐、文明、健康、向上的社区文
化，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鲁城街道 社区文化年味足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代纯）新春送福到，福气进万
家。春节期间，陵城镇开展多种形式的新春送福活动，将
一幅幅象征美好寓意的“福”字和一个个真诚温暖的祝愿
送到群众手中，为寒冬增添暖意。

曲阜市摄影家协会到陵城镇古路套村开展“摄影进万
家，温暖全家福”文艺惠民活动，为广大基层群众免费拍摄
全家福，送去文艺界的关怀温暖。

陵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老师利用“雏鹰课堂”平
台，教授孩子持笔写福，现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孩子
们也将自己写的福字和美好寓意带回家。

在北驻村，镇文化站联合曲阜三让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邀请书法老师挥毫泼墨，共书写100余副春联和100多个
福字，送给孤寡老人、低保家庭、退伍军人及家属等群体，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其他各村也陆续为村民送春联、
送福字，送去党和政府的慰问和祝福。

陵城镇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雷夫幸 孔欣）“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为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喜迎新
春佳节，近日，小雪街道各村居、社区举行“送福进万家”迎
新春送春联活动，为群众送上一份冬日的温暖和浓浓的新
春祝福。

活动现场，书法家挥毫泼墨，浓浓的新春祝福在笔尖
凝聚，一张张翰墨飘香的福字，一副副大红喜庆的对联铺
满现场。闻讯而来领取春联的群众络绎不绝，各自点写自
己喜欢的对联，红彤彤的春联象征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份祝福，一份喜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满
载而归。

据了解，此次迎新春送春联活动，陆续在小雪街道西
雪村、阮家村、武家村、后宣村、白杨店、铁炉村、明德社区
开展，累计送出“福”字1500余张，春联1000余副。来自
曲阜市文联、曲阜市书画院的书法家和志愿者们泼墨挥
毫，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营造
了喜庆祥和、严冬送暖、温馨美好的新时代节日气氛，一幅
幅象征吉祥如意的“福”字不仅寄托了人们对新春的期待，
更承载着对未来幸福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

小雪街道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郭盼盼 许璐璐）为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确保脱贫户度过一个安康祥和的春节，新春
佳节期间，王庄镇开展春节大走访慰问活动，为
脱贫享受政策户、困难党员、退休老干部带去慰
问物资和新春祝福。

全镇帮扶干部带着对困难群众的关爱之
情，走访脱贫享受政策户，每到一户，提前为他
们送上春节的问候和祝福，并为他们送上大米、
食用油、面等慰问物品。同时，帮扶干部与困难
群众贴心交流，宣传党的富民政策，详细询问他
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认真查看困难群众的入冬
取暖情况，积极向他们宣传用电、用气安全知
识，现场帮助解决问题。

该镇相关负责人都与老党员、退休老干部
促膝交谈，悉心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生活状况
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镇党委、镇政
府工作的支持，以及为村级发展作出的贡献。

同时，认真听取群众关心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鼓励他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镇村各项工作。此
次走访慰问，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脱贫群众也纷纷表示，感谢党的好政策，
感谢帮扶干部的关心，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关
怀和温暖。

镇主要领导走进王庄镇敬老院，看望和慰
问在院老人和工作人员，送去了慰问品及慰问
金，把贴心的祝福送到老人手中。主要领导为
敬老院送上了水果、衣服、食品等慰问品和慰问
金，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同时仔细查看了
敬老院取暖情况和在院老人的居住环境，餐厅
伙食卫生情况及敬老院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嘱
托敬老院工作人员，要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
照顾这里的老人，为他们提供满意而温馨的服
务，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真正让他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让孤寡老人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
的关爱，过一个安全、祥和、愉快的春节。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幸福生活的起
点。下一步，王庄镇将继续做好乡村振兴文章，
为让辖区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贡献力
量。

王庄镇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孔雅玮 孔嫚）
“立春”已过，“雨水”将至。息陬镇遵循提
早管理的原则，以促为主，促控结合，突出
分类管理，科学运筹肥水，综合防控病虫草
害，抓好防灾减灾，强化技术措施落实，夯
实夏粮丰收基础。

走亲访友、拜年送礼等一系列活动都
还洋溢着浓浓年味，息陬镇农业技术专家
们忙活起来，春节期间他们多次深入田间
地头，查看小麦长势，为农民朋友支招管
理。“去年8月底以来，因为连续多天的阴雨
天气，部分地块形成渍涝，部分麦田苗情长
势稍差于往年。”息陬镇农业技术专家翟建

强说道。
小麦幼苗分旺苗、一类苗、二类苗、三

类苗。农技专家手握麦苗仔细查看，准确
把握幼苗类型和生长状态，这样才能给小
麦量身定做一套管理方案。“早春麦田管理
的首要任务是要及早划锄，踏实土壤、破除
板结，增温保墒，促进次生根喷发和下扎，
促苗早发。划锄要注意质量，早春第一次
划锄要适当浅些，以防伤根和寒流冻害，随
气温逐渐升高，划锄逐渐加深，以利根系下
扎，切实做到划细、划匀、划透，不留坷垃，
不压麦苗，去除杂草。”镇农技人员魏丽华
说道。

息陬镇

早春麦田管理做到位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吴瑞轩 马志颖）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迎着新春的祝福，带
着浓浓的年味，时庄街道又踏上新的征程，
元气满满开启新一年的奋斗。

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压实责任，推进街
道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切实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时庄街道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再安
排、再推进，全力施策，以最高标准、最硬措
施狠抓落实。街道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全
体成员到空气质量检测点现场观摩，一线
调研，同时到周边实地走访，查看居民燃煤
取暖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明确
责任人和办理时限。会后，指挥部把镇驻

地周边煤炭物资运输企业、生产型企业作
为监管重点，加大交通主干道湿扫作业力
度，最大限度降低路面浮尘。街道全体机
关干部按照创文值班分工下沉到包保网
格，冒着严寒，在各自片区里逐户检查通
知，督导沿街单位、店铺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

这些忙碌的身影，仅是时庄街道新年
启程的一个缩影。假期已过，征程再起！
时庄街道各部门、各村居将迅速打消“年
气”、去除“年味”，收心归位、迎接挑战，以
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推动2022
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时庄街道

新春开工干劲足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曹天一 邢亚雯）新年
春节期间，尼山镇广泛开展情暖万家大走访活
动。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和组织办、妇联、民政等
部门机关干部，各村干部、下派驻村第一书记以
及社会志愿者，深入全镇42个村庄，走访慰问
困难老党员、老干部、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困难
群众和困难儿童，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面粉、食
用油等各种节日生活慰问品。表达了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并向他们表示新春节日的祝
福。同时帮助群众做好春季生产开门红。

每到一个困难家庭当中，镇、村干部和爱心
人士都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仔细查
看他们冬季取暖、住房安全、生活起居、看病就
医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党和政
府始终在关心他们的生活，从各方面给以扶持
照顾，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提高他
们的生活水平，确保让每一位困难群众都能够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
节日的温暖。

春节假期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益
团体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志愿者也都来到尼山
镇，走访看望困难群众和困难儿童，为他们送去
慰问金和节日生活用品，为困难群众奉献爱心，
祝福他们春节愉快。

春节假期期间，全体机关干部放弃节假日
与家人团聚的休息时间，轮流值班上岗，参与到
尼山圣境景区值班，当起了志愿者，为各地游客
做好服务，还有机关干部担负值班维稳，巡回到
各个村庄企业，检查禁放烟花爆竹、商场超市安
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春节之后刚上班第一天，
全镇机关干部就按照各自所包的村庄和企业责
任分工区域，来进村入户，到村庄、企业、厂房车
间、农户家中、田间地头，检查春季农业生产、企
业复工复产，以及农户家中安全用电、取暖安全
等情况，督促帮助企业农民群众及时从节日气氛
中迅速转向项目建设、文化旅游、复工复产、农业
生产、春耕备播等各项工作当中，形成大干快上、
虎力全开的良好局面，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

尼山镇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董传青 谷思维）辞旧迎新钟声响，平
平安安过大年。春节期间，石门山镇镇村干部坚守工作岗位，
奋战在工作一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站岗
巡逻等重点工作，用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确保全镇人民度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该镇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各村值守点对外来人员、车
辆进行测温、扫码登记、检查健康码和行程码等，做到不漏一
车，不漏一人，镇带班领导每日督导各值守点值班值守情况，镇
村干部深入到村庄，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根据上级推送信息，
动员群众主动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确保“应接尽接”，引导
群众提高防控意识，全力以赴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对镇域内石门山滑雪场、蜗牛谷等旅游景点，镇村干部轮流
值班，靠在一线，全力做好验码、登记、测温、消毒消杀、秩序维护
等工作，督导各景区严格落实预约错峰限流等措施，给游客提供
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确保春节期间景区经营安全、平稳、有序。

同时，为保障春节期间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镇村干部严格
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第一时间做好信息的上传下
达及报送工作，确保信息畅通。大家坚守岗位，夜间站岗巡逻，
始终奋战在春节安保一线，通过村广播、悬挂横幅、发放明白
纸、微信群转发、上门走访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全力推动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森林防火等工作，确保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环保、安全的春节。

春节期间，石门山镇秉持“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思想认
识，驰而不息，紧盯重点工作，以昂扬的斗志，过硬的作风，有力
的举措，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民生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新春假日

“不断档”，重点工作“战不停”。

石门山镇

春节我在岗 平安“不打烊”

■本报通讯员 宋大壮 吴冠兰 苏执力

春节前夕，曲阜市吴村镇杨院社区热闹非凡，村里的老人
们个个容光焕发，孔大爷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村里第一批免费
敬老房分到了他的手中，这个重磅“年货”让他激动不已。

“社区里里外外我都看过了，环境好，楼房建得更好。住上
了装修这么好的新楼房，还能继续和老街坊好伙计们在一起，
生活也不寂寞。”孔大爷高兴地说，“我和老伴都很激动，迫不及
待想要搬进新楼房里过新年了。”

尽管现在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提起以前的
苦日子孔大爷仍然记忆犹新。搬进敬老房之前，他和老伴住的
是几十年前建造的老房子，他本人也成天忧心忡忡，“给我钱也
盖不起房子，我这年纪大了，也不愿操心了。”孔大爷说，“真没
敢想，还能住上新房子。”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成了第一批搬
进免费敬老房的住户。

水泥墙小青瓦，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还配备有油烟
机、橱柜、壁挂炉及简单家具，布局合理，这是杨院社区免费敬
老房给人最直观的印象。

据了解，杨院社区充分考虑村内留守老人较多的实际，利
用土地增减挂钩资金，耗资2000万元，建设了占地4亩、建筑面
积9100平方米的两栋敬老房。村里55岁以上独女、双女或无
子女的老人和68岁以上的所有老人都可以申请，只需缴纳2万
元押金，就可以免费长期入住。

“免费敬老房的建成使用，保障了农村困难老人的晚年生
活需求，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吴村镇党委书记刘卓然表示，镇里将在美化社区
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体活动、优化老年服务上持续发
力，全力保障老人们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免费敬老房里过大年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孔淑雨
尹贻晓）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让群众深切感受到
来自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
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连日
来，防山镇开展丰富多彩的“让群众
温暖过冬”系列活动。

镇机关领导走访慰问。1月25
日至31日，防山镇领导班子分组到
困难党员、困难群众中走访慰问。
每到一户，领导班子成员都与他们
促膝谈心，耐心了解他们的家庭现
状、生产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
困难与诉求，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
为他们送来新春的问候与祝福。“实
在是太感谢党委政府了，大过年的
还想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们，让我们
感觉心里太温暖了！”程庄村的孔令
法握着走访干部的手说。

各村发放新春“大礼包”。“真的
没想到能领到这么多福利，真的太
感谢政府、感谢村‘两委’了，今年我
们大家都能过个肥年啦！”防山镇南
河套村村民魏能强一边忙着往车里
装年货，一边高兴地说。临近春节，
南河套村以人口为单位，给全村
2000名村民每人准备了油、肉票、
米、面、粉条、芝麻酱等新年福利；齐
李村按照村集体章程，拿出2021年
度所得收益进行分红，共计分出发展
红利40余万元，惠及全村村民2000
余人；王家村、钱家村、双山村、万柳
庄、防后官庄等村也纷纷为村民发放
油、大米、面条等新春“大礼包”。通
过春节福利发放，进一步提高了村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切切实实让村民
体会到了村“两委”对村民的关心。
福利不仅仅拿在了手上，更是暖在了
心里，不仅让村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
味，也增加了村集体的凝聚力。

镇团委走访希望小屋。善意载

真情，冬日暖人心。1月29日，为更
好地了解春节期间希望小屋孩子们
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镇团
委与青年志愿者对全镇7所“希望小
屋”帮扶对象进行了实地走访，为他
们送来了含有日常生活用品的“爱
心温暖包”。通过与孩子们深入交
流，志愿者现场征集了孩子们的“微
心愿”，希望在以后的帮扶中能够帮
他们实现内心深处小小的愿望。

社会各界走访慰问防山群众。
凝聚社会爱心，传递公益力量。近
日，曲阜市总工会、爱心企业、市彩
虹公益服务中心等社会各界纷纷加
入到慰问行列，贡献自己的力量，彰
显社会担当。1月21日，镇团委联
合曲阜市彩虹公益服务中心开展

“微爱1加N成长计划”新春大礼包
发放活动，为全镇18名困难儿童和
7个希望小屋的孩子发放了爱心大
礼包，并详细了解困难家庭的生产
生活和困境儿童的学习情况，鼓励
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健康成
长。1月23日，爱心企业天合光能
到防山镇开展爱心捐赠环卫工人活
动，将油、面等爱心物资亲手送到环
卫工人的手中，感谢他们每天起早
贪黑、早出晚归为城市环境的干净
整洁默默付出。1月28日，曲阜市
总工会到防山镇尚家庄村走访慰问
困难群众，为他们送来米、面、油等
基本生活用品，积极鼓励他们坚定
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继续保持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致以新春的
美好祝福。

下一步，防山镇将继续大力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家
里，关心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诉
求，真真切切地将关爱之情传递到
每户群众心中。

防山镇

“尼山圣境过
大年，全国民俗逛
个遍”，这个以民俗
表演、诗书礼乐、非
遗集市、互动体验
以及无人机表演的
新春大庙会，为游
客呈现了最别样的
新春文化记忆。上
图为打铁花。
■通讯员 植丰 摄

走基层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李之湖 邱
洋）过年挂灯笼是中国的习俗，红色代
表喜庆，圆形灯笼则寓意团圆美满，红
灯笼象征着平安祥和红红火火。为了
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喜庆
的春节，连日来，姚村镇组织开展了

“迎新春、挂灯笼”活动。镇村主要街
道挂起了红灯笼，让广大群众感受新
春的气息。

在姚村镇政府府前大街，镇工作
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带上工具，在花园
社区、为民服务中心、街道沿线等公共
场所挂灯笼，开展社会宣传，为广大居

民营造喜庆新春的浓厚氛围。为保证
灯笼悬挂的质量及效果，镇宣传办还
安排专人对灯笼质量进行抽检，对悬
挂灯笼工作进行现场指导，确保灯笼
大小摆放匀称、灯笼样式分配均匀等，
全力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为营造美好的过节气氛，该镇薛
家村、姚西村等村庄为主次街道两侧
的农户统一挂上红彤彤的大灯笼，映
衬出十足的年味儿。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灯结彩迎新春。伴随着阵阵微风，一
串串红彤彤的灯笼迎风摆动起来，成为
该镇新春佳节一道靓丽的风景。

姚村镇 张灯结彩喜气浓

新春送福进万家

群众冷暖挂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