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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景阳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崔瑞虎 沙作振 李楠

6月3日，记者走进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
村，一望无边的水稻田、芦苇荡，还有水乡码
头边几只呆头呆脑的蜗牛石雕、成群结对的
水鸟在天空翱翔……满眼都是一派悠闲的水
乡湿地风光。“乡村旅游点到处都有，咱怎样
才能比别人强？”蓑衣樊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海
认为，必须靠精细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并让
村民享红利，乡村旅游的路才能走得更远。

农家乐提供星级服务

蓑衣樊村东头的金水岸鱼馆是村里生意
最好的农家乐之一，老板黄新海一清早就开
始忙碌。“今天是周末，俺家的位子早都被抢
定一空了！”老黄乐呵呵地说。

今年，黄新海申报了四星级农家乐提升
改造，政府出钱，重新装修，食品安全标准上
墙，接受游客监督，消防用具等全部配齐。另
外，为了保证餐具卫生安全，黄新海还特别订
购了一批消毒餐具，因此每天多了近百元的

支出。“虽然以前自己刷碗也算干净，但总赶
不上专业的。卫生条件好了，客人吃着放心，
回头客也多。”老黄觉得这个钱花得值。

不远处，魏云霞的农家乐同样进行了提
升改造。厨房里，灶台整洁干净，没有油污，锅
碗瓢盆归置有序。“客人可以随时来厨房看，
我们家客房的床单被罩、洗漱用品等也是一
客一换，严格按标准来。”魏云霞说，完成提升
改造后，店里生意比以往更好了。

对于农家乐的服务监管，由该村村委办
公室接受游客投诉，被投诉一次，村委会约
谈；如果再次发生，就责令其停业整顿。

“传统的低端农家乐没有生命力，没有高
标准、严要求，客人不会再来第二次。”刘树海
说。今年，蓑衣樊村选择了5户基础较好的农
家乐进行四星级农家乐改造提升。目前，5户
农家乐的改造工作已基本完成，6月底将迎接
验收。

硬件完善游客进得来住得下

基础配套不健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
之一。交通、住宿不方便，游客进不来，来了也
留不住。

2011年，刘树海刚上任时，村里只有一条
主路，其他都是土路，晴天一脚土，雨天一脚
泥。别说游客不来，外村来串门都费劲。2013
年以来，蓑衣樊村实施道路硬化工程，陆续改
造、新建旅游道路4000余米，实现村内巷路硬
化户户通。

路修好了，汽车开得进来，游客进得来，
可如何把客人留住成了蓑衣樊村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刘树海说：“此前有济南、滨州、青
岛等地很多大型旅游团前来洽谈合作，但都
因我们无法提供优质食宿条件而告吹。”

眼睁睁看着错失发展机遇，村里人都十
分着急。今年春节前，村“两委”专门开会研究
如何打破这个瓶颈。在常家镇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村里多方筹资600万元，利用经营淡季，
实施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村里废弃的小学
校变身“蓑衣客栈”，一排排的教室成了一间
间民宿风格的客房，还有主题文化墙、咖啡小
屋、停车场、接待中心等。

经过近3年的建设，蓑衣樊乡村旅游已具
雏形。但刘树海坦言，由于刚起步、缺人手，目
前村里在管理方面并不完善。农家乐是户下
经营，服务管理以村民自律为主，在监管上较
为薄弱。

“村里配套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细，我
们不用再为接待条件烦心了。”刘树海计划，
接下来，他们将集中精力提升景区内涵和管
理服务水平。

旅游红利人人共享

在大芦湖畔，记者碰到了来自淄博高新
区第二小学的陈梓悦与她的父母，陈梓悦要
做自然课题研究，父母便带她来了蓑衣樊村。
陈先生说：“这儿不仅路好走、饭好吃，还能免
费上网，随手拍几张美图发到朋友圈，特方

便。”为了满足游客随时随地上网的需要，蓑
衣樊村设置了十几个免费无密码wifi网点，覆
盖全村。

建设星级旅游村还要有星级厕所。如今
的蓑衣樊村，几乎见不到原始的旱厕。2014年
以来，蓑衣樊村借力省“改厨改厕”政策，实现
改厨改厕率达90％以上。不仅如此，村里设有
5处3A级旅游公共厕所，有专人清洁管理。

“俺们村还请了画家来画墙绘，村里越来
越漂亮，别村的都羡慕哩！”路边卖冰棍的大
娘指着不远处一幅《开国大典》墙绘，骄傲地
说。

随着生活环境变好，村民也越来越享受
到实惠。去年10月，村里成立蓑衣水乡乡村旅
游专业合作社，全体村民入社，社员只分红，
不担险。今年5月10日，蓑衣樊村召开分红大
会，全村614位入股村民每人分得两袋大米和
185元红利。

村“两委”还探索实行“收益保底＋分红”
的扶贫模式，把专项扶贫基金以股份的形式
注入淄博大芦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用于发
展乡村旅游，公司每年拿出不低于投入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的10%给贫困户分红，确保贫困
户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蓑衣樊村要发展，就必须保护农民在乡
村旅游中的主体地位，没有人人参与、人人分
享成果，乡村旅游走不远。”让刘树海欣慰的
是，居住环境大幅改善、良好的收益分配让蓑
衣樊村的老百姓尝到了甜头，现在全村人拧
成一股绳，铆足了劲，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乡村旅游，路怎样才能走得更远？
——— 探秘“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蓑衣樊村（中）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刘新宇

崔晓红是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辖区一家企
业的负责人。每逢周末，她则会拥有另一个身
份——— 史口镇“爱心家长联盟”理事长。她以“爱
心家长”身份，带领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们走进辖
区特殊家庭，为那些缺少关爱的孩子送去温暖。
目前，这支志愿者队伍已经突破百人。

在东营区，像“爱心家长联盟”一样活跃
城乡奉献社会的志愿者团队已达600多个。今
年以来，东营区全力打造“志愿者之城”，将志
愿服务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着力推
进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社区化、常态化。如
今，“有时间做志愿者，有需要找志愿者”的理
念已经深入东营区居民心中，“爱心花朵”灿
然开放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有需求的角落。

志愿团队成奉献“大树”

“企业上了轨道，我便希望能力所能及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镇妇联找到我商量成
立‘爱心家长联盟’的时候，我很乐意。”崔晓
红说，“母亲节那天，我牵手的9岁孩子郭官宝
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了声‘姑姑，母亲节快乐！’
当时心都醉了，内心满满的幸福。”目前，“爱
心家长联盟”已经与50多位贫困儿童牵手结
对子。这些特殊家庭的孩子不仅从“爱心家

长”那里得到了物质帮助，还享受到了一份特
殊的亲情关爱。

爱心温暖东营区，暖流涌动中心城。在这
里，爱心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大树就会将爱
的“枝叶”伸向哪里。胜利街道胜泰社区老年
人较多，他们在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
藉等方面有需求，社区志愿者们成立了“星火
燎原”志愿服务站，打造了针对老年人需求的
三个“服务圈”，喊出了“十分钟上门服务”口
号，定期或不定期对老人开展志愿服务，让数
百位老人感受到了温暖。

志愿服务团队何以遍布东营区城乡？该
区将志愿服务工作作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的重要
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加强顶层设计，建立
起了完善的组织领导工作体系，出台了有关
工作制度和实施方案，构建起了各方联动、共
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思路，制定了到明年
底基本建成“志愿者之城”的目标。

队员争做服务“明灯”

在东营区，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1 . 2万
人。逯国梅是一位普通居民，也是一位普通志
愿者。谈到前不久参与“我的歌声里”残疾人
音乐会志愿服务的经历，她感慨万分：“看到
残疾人灿烂的笑容我内心有了强烈的满足
感。从他们天使乐音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感

恩。我和其他志愿者们也感谢他们用真情演
绎出的生命奇迹。”

在东营区，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会在手机上
下载志愿东营区APP。点击APP的“志愿之
星”栏，每月根据参与志愿服务时长排名前列
的志愿者就会进入视野。6月7日，仅一周时
间，当月“志愿之星”解连兵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的时长已达38 . 83小时，点击他的个人“账
户”会发现：仅两个月来，他参与公益时间已
经突破120小时。“见贤思齐已经成为志愿者们
的自觉行动。志愿者们共同拥有‘最美东营
人’的形象，都力所能及参与活动，都以奉献
和付出为荣耀。”东营区文明办主任丁立强
说。

每一名志愿者都像一盏明灯温暖并照亮
在东营区的一个角落。获得“全国优秀志愿
者”荣誉的李江涛是东营区科达小学的一名
教师。他发起救助贫困学生的志愿服务活
动，先后吸引数百位车友会的车友加入，十
多年来已经为近百名贫困学生送去关爱。胥
磊是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社区——— 东营区东城
街道明月社区“红丝带”志愿服务队伍成立
的发起人，也是活动参与者。目前，这个团
队已经推出“家人计划”“党旗飘扬”“退
休教师联盟”“玉苑志愿行”等志愿服务项
目，成立27支志愿服务小分队，招募医疗、
维修、教育、义务巡逻、爱心商家等志愿服
务人员达300多人，仅上门为居民提供服务

就达2000多人次。

全城演绎爱心“交响曲”

6月7日至8日，高考的日子。东营区第一中
学考点外20多个帐篷整齐划一，每个帐篷里都
摆满了矿泉水、扇子等物品。“东营志愿者服
务站”的横幅格外醒目。胜利街道芦花飞雪志
愿服务队队长韩巍和100多位志愿者早晨6点就
赶到考点，他们提供中暑急救、书包存放、文
具应急、饮用水及爱心送考等服务全力为高考
保驾护航。韩巍介绍，像这种几十人以上的团
队集体行动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如护城河
环保、植物园护绿、医院导医服务等。

为保障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发力，东营区
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增加人员编制，专项负
责这项工作。他们建起了完善的督查考核机
制，根据全面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和方
案，列出推进台账表。该区还建立试点推行
机制，通过打造特色亮点、优质品牌带动活
动深入开展，涌现出了红星365志愿服务中
心、九二三党群志愿服务联盟等多个先进志
愿服务组织。东营区还将志愿服务工作经费
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保障范围，为志愿服务活
动等提供经费支持，各镇、街道安排志愿服
务专项经费予以配套。他们还积极推进政府
购买服务，形成“财政保障，社会支持”的
经费筹集模式。

为争做“最美东营人”，东营区志愿服务APP已累计注册1 . 2万名志愿者，每周数十个活动招募———

一座城市如何演绎“爱心总动员”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王志 赵明国 报道
本报乐陵讯 “我们辖区内15家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

业均建立了统战工作网络，每个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是统
战工作联络员，明确一名统战工作协调员，根据企业实际开
展统战工作。建立了企业统战工作例会制度、统战成员定期
走访座谈联系制度等。”6月12日，乐陵市朱集镇统战干部周
宁宁介绍。

今年以来，为夯实基层统战基础，激发基层统战活力，
乐陵市出台了《关于开展“六型”基层统战工作创建的实施
意见》，在全市创新开展村居型、社区型、园区型、校区型、楼
宇型、企业型“六型”基层统战工作创建活动，实现统战工作
全覆盖。

化楼镇白家村是个民族村，从今年开始，白家村建立了
少数民族统战阵地，配齐配全了办公设备，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统战工作。工作中注重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少数
民族企业佳润皮革有限公司在该村投资2000万元，新建钢
结构生产车间2500平方米。

“开展六型基层统战工作创建，是统一战线实践创新、服
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也是发挥统战优势、凝聚统战力
量、彰显统战作用，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平台，牵住了基
层统战工作的‘牛鼻子’。”乐陵市委统战部长苏利军说。

□鲍秀芝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今年上半年，威海市文登区审计局针对

涉农补贴资金分布散、涉及行业多、政策性强等特点，及时
更新审计理念，调整审计思路，提升涉农资金审计层次。有
重点地选择了农业、民政、水利等7个预算执行审计单位，加
大对涉农补贴资金审计监督力度。

从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成效的事情抓
起，有针对性选择计划生育奖扶资金、水库移民补助资金、
农村低保、农机补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等涉农补贴资金加
强审计监督，查处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针对农村危房改造
中揭示的施工方虚增工程量、套取专项资金以及施工质量
不高的问题，住建部门、各镇（办）政府高度重视，彻底自查
整改，查漏补缺。其二，贴近焦点，服务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稳
定。该局在对有关大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锁定疑点的同时，走
向田间地头，深入农家炕头，取得第一手资料，揭示了270多
人不符合政策受益对象，违规领取补贴资金的问题。三是贴
近需求，服务宏观决策。该局在加大审计力度、揭露深层次
问题的同时，及时将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原则性问题及审计
建议以《审计专报》专呈有关领导，发挥审计监督为政府宏
观决策服务的作用。

乐陵“六型”统战
激活基层动能

文登更新审计理念
服务百姓生活

□李剑桥 王剑 王洪磊 报道
本报阳信讯 6月12日，阳信县实验中学“开拓者”机器

人社团的同学们正在训练机器人足球项目(上图），积极备
战第十八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竞赛。

据悉，阳信县实验中学积极探索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动手能力和团结协作，成立了舞蹈、书法、足球等
20个社团组织。其中“开拓者”机器人社团现有成员14名，在
2017年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电脑机器人竞赛山东赛区
取得初中组机器人足球比赛第一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阳信机器人足球
踢进全国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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