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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梦 杨秀萍

三年零四个月的大学时光，两年零八个月的宁养义工生涯。
回望来时的路，23岁的她，用温柔的笔体写下：粗粝的人世，总
需要一些东西慢慢打磨，比如爱、坚持，比如不求回报的给予、
融化寒冬的温暖。

2014年12月18日，聊城大学文学院学生姬倩倩，被李嘉诚基
金会授予“2013—2014年度全国优秀宁养义工”的称号，这是我
省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义工，也是聊城市人民医院宁养院成立以
来第一位被授予此称号的义工。

宁养义工是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名为“宁养院”的慈善机构
的一部分，旨在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临终关怀，包括精神疏导、
心灵陪伴以及参与患者护理工作等。2012年5月，正在读大一的
姬倩倩加入到临终关怀的行列。而之所以如此选择，还要从一位
17岁的骨髓瘤晚期患者张彩虹说起。

张彩虹家住东昌府区梁水镇八甲刘村，由于身患重病，早早
便辍学了。然而，与许多妙龄女孩一样，张彩虹有着自己小小的
梦想：逛逛大学校园……

2012年夏天，在聊城市人民医院宁养院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张彩虹梦圆聊大。也正是在那一天，姬倩倩郑重填写了宁养义工
申请书。

“救护车围着硕大的校园转了一圈又一圈，许多人感到诧
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辆救护车里承载着一个17岁女孩美
丽的梦。”姬倩倩回忆。

2012年8月末的一天，是张彩虹的生日。在张彩虹的家里，
被烟熏黑的房梁挂满了蜘蛛网，脱皮的土墙贴着几张明星海报，
几张长斑的木桌歪歪斜斜地躺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第一次
见到如此老旧的房子。”同行的伙伴坦言。

从那以后，姬倩倩便隔三差五到张彩虹家帮忙清理房间，时
常还会带几部提前下载好的电影，与张彩虹一起分享。回想那段
日子，姬倩倩坦言，交通不便是最大的难题。时常，等车就要耗
费近一个小时，又不能直达，下车后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

不在乎距离的远近，不在乎有无报酬。陪伴张彩虹，成为姬
倩倩最快乐的事情。

国庆节，原本是菊花烂漫的大好时节，而张彩虹却永远离开
了。“那一天，我们的心里都下起了雨，却不肯打伞。”姬倩倩
在日记中写道。

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子缩成一团，趴在救护车担架上四
处张望，眼睛溢满好奇和憧憬，脸上挂满愉快的微笑。这是张彩
虹留给姬倩倩最初的印象。17岁的年龄，10岁的躯干，这虽不是
花季少女该有的容颜，但在姬倩倩的眼睛里却成了永恒，并支撑
着她在宁养义工的道路上走向更远。

“我没有能力给予物质上帮扶，只能设法在精神上让她满
足，并试图用足够虔诚的心去陪伴她。”姬倩倩说。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剧烈的疼痛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折
磨。如何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途中得到悉心的照顾，并从
中安享生命的尊严和宁静，感受人间真情和关爱的同时，安详地
走完最后一段路，是姬倩倩时常思考的问题。

在姬倩倩的义工生涯中，还有一位50多岁的阿姨，令其印象
极其深刻。丈夫肺癌晚期，两个月大的孙子又被查出先天性耳
聋，儿子忙于生计四处游走。“那一次，阿姨痛快地哭泣，仿佛
把所有的苦难全部倾诉出来，整个世界都因此变得明朗了。长久
的哭泣过后，她擦擦眼泪，继续挑起家庭的重任，没有一句怨
言。那个时候，我猛然觉得，能为别人带去一丝暖意是多么幸福
的一件事情。”姬倩倩回忆。

在姬倩倩服务的众多癌症患者中，家住聊城市经济开发区的
李正英大爷是一个奇迹的缔造者。从被查出肺癌晚期到今天，已
有两年多的时间，如今，除了偶尔的疼痛之外，老人生活并未受
到多大影响。

李正英家有一小块地，闲来无聊之际，老人便种起了水果。
每到丰收时节，他就会喊宁养院的义工过去采摘。“每到逢年过
节的时候，李大爷还会邀请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义工过去一起过
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姬倩倩说。

“他给予我们的温暖，要远远超出我们所付出的。”在姬倩
倩看来，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是对宁养义工最大的肯定和支持。
“他们把我们当作家人，毫不吝啬地将一些东西与我们分享。我
们也乐于倾听，用耐心和关爱，静静地倾听。”姬倩倩说。

2014年4月27日，姬倩倩在聊城大学主持了一场以“假如生
命只剩一百天”为主题的生命宣教活动。无论是七岁的遗孤龙
龙、已逝的17岁女孩张彩虹，还是36年如一日照顾植物人妻子的
崔殿宽，亲情、青春和爱情，孤独、坚强和陪伴，通过影像和文
字，那些背后的故事，让每一位在场者潸然泪下。

这是姬倩倩第一次把“临终关怀”这一理念带进校园，她希
望会有更多的人怀揣关爱与责任，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那
一颗颗挣扎于死亡边缘的冰冷的心。

如今，在聊城大学，加入临终关怀行列的学生已有20余人，
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悉心陪伴那些需要帮助的癌症患者和家人。
身为义工的他们，在其中，亲眼目睹着荒芜中的绽放的美好图
景，同时也真切感受着那些来自于生命的震撼与感动。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王召华 王玉磊 林红昕

报道
本报武城讯 1月9日，在德州市率先

成立的武城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完成了第
一笔交易：该县志远粮棉种植合作社理事
长牛文志从该中心拿到了《武城县农村产
权交易鉴证书》，以每亩800元的价格取得
了甲马营镇田庄村11户农民手中共计284亩
土地13年的经营权。

以前农民也可以将自家承包地流转出
去，但没有统一的交易平台，导致交易方
式繁杂，且大部分是私下签订协议，甚至
口头约定，遇到违约现象，农民利益往往
得不到法律保障。而且群众私下流转的价
格一般在每亩三四百元，达不到他们理想
的意愿。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产权迫
切需要规范流转，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阳光交易是当前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德州市
委常委、武城县委书记张传忠说。

去年底，武城县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农
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各类产权流
转交易提供场所、发布信息、组织交易等

服务，履行产权交易鉴证职能，并提供交
易策划、产权经纪、投融资等相关配套服
务。全县筛选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四荒地使用权、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养殖水面承包经营权等10个可交
易类别，建立了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信息
发布、统一交易鉴证等“六统一”运行模
式，并建起了县级综合产权交易中心、镇
街综合产权交易服务站、村综合产权交易
服务点三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网络。

武城县农村经济管理局局长王洪胜把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形象地比喻成“超
市”：卖方农民和买方种植大户可以在超
市里自由交易，既实现了有供需意愿的交
易主体的信息对接，还保证了交易阳光操
作。

随着土地流转步伐加快，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一大批新型经营主体相
继涌现，融资成为制约这些新型经营主体
加快发展的关键。针对这一实际，该县与
金融机构及评估公司合作，在全市率先开
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联合
评估公司等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价值
评估，变“看不见”为“摸得着”，打消
了银行放贷的顾虑。

武城：农村产权交易“超市化”
提供10个可交易类别，健全三级服务网络

□本报记者 董 卿
本报通讯员 李晓飞

（一）

“叮铃铃、叮铃铃”，1月8日上午9
点 多 ， 日 照 市 东 港 区 林 海 社 区 的
“12343”家政养老中心服务热线响起。
“是行动不便的郝大爷。”接线员徐芳华
看了下电脑显示，拿起电话。“我中午要
买1斤黄瓜、1斤西红柿、1块豆腐。”
“好嘞，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徐芳华
放下电话又拨通配送中心的电话，不到半
小时，今年81岁的家住56号楼2单元的郝
国栋在家就收到了新鲜的蔬菜和豆腐。

据介绍，类似的寻求服务电话，
“12343”指挥中心平均每天能接到300多
个。“300多个电话就是300多个服务需
求，仅靠社区的力量难以完成。”东港区
社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冠华介绍，东港
区城市社区居民有30万多人，工作人员却
仅有200名，服务方面常常感到力不从
心。

2014年初，东港区尝试引进“美特
康”智能养老服务项目、“12343”家政
养老热线、日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社区
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让服务对接市
场。12343对老人、残疾人都是免费送货
上门，还能帮他们热菜。“我们一直是微
利运行，靠卖一些日用品盈利。”12343
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在配备智能居家养老系统试点
的金海社区、林海社区、昭阳社区、金阳
社区，社区老人可以使用血压计、血糖
仪、血氧仪等仪器检测各项身体指标，检
测结果将通过蓝牙自动上传到健康管理云
系统，系统会对老人的健康情况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做
出积极的干预。而且在这些社区，销售的
健康食品、保健药品都是由政府招标，定
点配送，价格比超市、药房优惠很多。

另外，东港区还对上争取物价、民政
部门支持，出台了《关于城乡社区居民委
员会服务设施有关价格政策的通知》，社
区居委会公益服务设施水、电、气、暖、
通讯按民用价格收取，为全区79个城乡社
区落实了价格优惠政策。

（二）

“以前办个证明、盖个章的，都要跑
上好几个地方，现在在社区就能‘一条
龙’解决。”家住陈疃镇新和社区村民许
桂荣介绍，自从有了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村民办事不仅少跑了冤枉路，而且还能享
受到上门、到家的“保姆式服务”。

东港区规划农村社区72个，平均覆盖

村庄5个、4400余人，服务半径2公里以
内，每个社区固定工作人员3-6名，并根
据农村生活生产实际，实行错时工作制、
预约服务制、上门服务制等，满足了群众
需求。将原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社会治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
文教体育等6大类55项服务，全部下沉到
农村社区办理，实行“一站式”集中服
务，使村民的生产生活由依靠村逐步向依

靠社区转变。目前，全区新建、改建、扩
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72处，累计投入各类
资金2600万元，吸引社会资金6800万元，
建成社区服务中心5 . 9万平方米，服务群
众318929人。

“我们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
则，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单位和个人
在社区服务中心区域开设商业性服务等场
所，多渠道、多元化扶持农村社区建
设。”西湖镇党委书记田洪浩说。该镇大
石社区由本村村民李聪投资18万元建设了
社区超市350平方米，一次性上交30年承
包金，用于社区其他服务设施建设，不仅
减轻了社区建设的财政压力，还拓宽了社
区村民的致富门路。后村镇后村社区与区
供销社合作，由社区提供场地，区供销社
投资30万元高标准建设社区超市220余平
方米，面向社区村民招租，租金收入由社
区、区供销社五五分成，保障了社区服务
开展。

近日，三庄镇上卜落崮社区负责人
张茂宁特别高兴，因为由石臼街道投资90
余万元援建服务中心办公楼已经投入使
用，社区服务中心周边硬化、绿化建设
由万平社区出资10万元帮助完成。如今的
上卜落崮社区服务中心，集行政办公、
便民服务、卫生服务、娱乐活动于一
体，每天来办事咨询的群众人来人往。
“真没想到，我们这个全区最偏僻的山
区 社 区 也 能有这 么 现 代 化 的 办 公 场
所。”张茂宁喜出望外。目前，东港区
的28个区直部门单位、7个城市社区联带
帮扶19个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联带农村社
区机制已经初显成效。

东港：以“市场之手”做活社区服务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
础就实了。在相对落后的农村社区，我们
坚持深化拓展城乡联动帮扶机制，尽可能

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
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
服务和管理。

■书记点评

把社会管理寓于服务群众中
日照市东港区委书记 郑加贵

关键词：社区管理

全国优秀宁养义工姬倩倩———

用爱伴癌症患者

到生命尽头

□左效强 齐萍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日前，在淄博市“放心蜂蜜”公信平台建设启

动仪式上，沂源县蜂农代表张召兴宣读了承诺书。沂源县蒙山实
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淄博市蜂业协会会长张树立介绍，市场上
的蜂产品品种繁多，质量良莠不齐，公信平台将从源头上打造
“放心蜂蜜”，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养蜂户的组织架
构，推行标准化养殖，规范化管理，全程质量监控，订单式营销
的生产经营模式，为蜂农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支持和服务。

沂源“放心蜂蜜”
公信平台全程可追溯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许俊华 张奎

本是数九寒天的农闲时节，但在大蒜
主产区莱芜市隆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蒜黄交易市场里却热闹非凡：来自羊里镇、
寨里镇、大王庄镇等镇的种植户纷沓而至，
泰安、济南、东营等省内地市的客商收货而
来，河北、安徽、上海等省外客户运菜而走，
十几名装卸工人在货车间往来穿梭。各类产
业工人聚集在一起买卖蒜黄，厢货、轻卡，一
车车蔬菜被有序销往全国各地。不起眼的小
蒜头经过大棚栽培加工，鼓起了当地群众腰
包，成为又一条赚钱的好门路。

合作社社员首次盈余分配

蒜黄交易的同时，合作社的社员们迎来
的另一件喜事——— 首届盈余分配大会。会

上，80多名社员喜获电视机、微波炉等各式
奖励。“我们根据社员们在交易市场的供销
份额，分别给予不同奖励，从而进一步激发
社员的蒜黄种植和参与合作社发展的热
情。”理事长玄增福说。

合作社自2012年成立以来，为种植户提
供统一种植、统一标准、统一收获、统一技
术、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服务，对参与农田
管理的农户实行企业化管理。同时建立相应
的管理制度和种植操作规程，发到每个生产
者手中，从种植开始，建立了包括种植、浇
灌、管理、收获、储存、加工、销售等所有环节
都详细记录在案的可追溯体系。

据悉，社员已发展到200多户，入股土地
400亩，带动非社员农户800多户。

蒜黄种植省内首创打冷技术

走进寨里镇东渔池村，40多个温室大

棚蔚然壮观，入蒜、灌水，十几名工人忙
忙碌碌。自从发现、并使用“打冷”种植技术
后，蒜黄质量与时俱进。说起打冷技术，20年
蒜黄种植经验的农户苏贤营头头是道：“原
来种植的蒜黄颈部叶片易腐烂、还不耐储存
和运输，用打冷技术唤醒蒜头种出的蒜黄粗
壮、耐储存，很受市场欢迎。”

打冷，就是将处于休眠期的大蒜放置冷
库中储存，储存时温度降至零下2-3度，然后
自然升至零上10度，唤醒蒜芽。经过三次循
环处理，大蒜正处于“含苞待放”状态，此时
蒜芽生长劲头足、个头旺，种出的蒜黄无小
叶片、并且不易腐烂。

据悉，莱芜西部平原、姜蒜储藏大区蒜
农创新的“打冷”蒜黄种植技术，是省内首
创。

种植规模壮大销售飘红

曾经不值钱的冷库蒜，经过“打冷”
技术处理犹如长成根根金丝，更是给当地
农民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在羊里镇陈
王石村拥有40个大棚的种植户王玉家说：
“今年我下手种植虽然晚了些，但是保守
估计，也得收入四五十万元。”

通过控温催芽、低温控芽，合理浇水
等生产技术，可生产出优质、高产蒜黄产
品。目前合作社蒜黄年种植能力由100万斤
壮大到600多万斤，年销售收入1200多万
元，利润300多万元。今年估计销售蒜黄
1200万斤。

“这里的大棚上面有拱棚，下面是地
膜，整个种植过程大蒜不接触土地。并且
割一茬蒜黄，蒜胚就卖到外地做饲料，整
个过程绿色无污染。并且我们运输过程中
不会出现腐烂，到外地很受欢迎。”泰安
客商张志民说。

隆冬蒜黄“捞”金忙
——— 莱城区蒜黄交易市场见闻

□裴晓洁 报道
1月13日，石臼街道林海社区工作人员认真查看监控平台，电话去访，并做好记

录。

□尹元渤 王召华 报道
武城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近日完成了第一笔交易：该县甲马营镇志远粮棉种植

合作社理事长牛文志从刚刚成立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拿到了农村产权交易鉴证
书，以每亩每年800元的流转价格获得甲马营镇田庄村11户农民284亩土地13年的经营
权。

□李梦 杨
秀萍 报道

2014年12月
18日，领到“全
国 优 秀 宁 养 义
工”证书的姬倩
倩，在聊城宁养
院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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