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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2019年，我和我们团队家庭医生的梦想
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控制好慢性病，让老年人
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让辖区内的居民更健
康。”寿光市人民医院羊口分院院长助理李波
说。

自1996年起，李波就在羊口医院（寿光市人
民医院羊口分院前身）工作，已经从医23年。这
些年里，李波接诊了很多患者，尤其是老年病、
慢性病患者。“接触的患者越多，我越觉得预防
比治疗更重要。”李波说。

慢性病的治疗，不但要靠药物，还需要个人
改变生活习惯，通过行为自律把疾病扼杀在摇篮
中。这是常识，但真正做到这些，需要家庭医生
专业指导。“家庭医生不光给一个人提供服务，
还可以给一个家庭提供服务。不光给病患看病，
还可以告诉他怎么吃、怎么运动。”李波说。

为推进分级诊疗，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模式，国家规
定在基层社区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个模
式，可以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有医疗
服务需求时先找家庭医生解决。家庭医生解决不
了的，再转诊至区域内的大医院进行诊治。据了
解，目前家庭医生签约的重点人群是慢性病人
（高血压、糖尿病）、6岁以下儿童、孕产妇以
及65岁以上老年人。

我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为“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支撑平台”的层级化团队服务。其
中，家庭医生是签约服务的第一责任人。李波的
团队签约点是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寇家坞
村，一个距羊口镇区大约40分钟车程的村庄。

2018年10月16日一大早，李波团队一行4人
驾车前往寇家坞村。为了便于集中签约，李波提
前请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预约了重点签约居民。
早上7点，寇家坞村卫生室便开门了。医生分工
合作，对每个签约居民都进行询问个人情况、查
体、分析病情及健康指导、签约政策讲解等，最
后签约。傍晚，签约团队在村卫生室乡医的引导
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签约。

在签约中，李波发现，目前农村患病人群主
要是老人和孩子，而慢性病人群又以老人居多。
老年人行动不便，大多不想拖累或麻烦子女，于
是有了病都会拖着。他们对慢性病认识不足，认
为自己吃点药就好了，甚至不按医嘱服药，刚有
好转就停药。

有位老人患有高血压及糖尿病，但之前对疾
病认识不足，后来症状加重，导致行动不便只能
坐轮椅。老人后悔自己当初没按时治疗。还有的
老年人偏信于保健品、偏方等，病急乱投医，不
仅耽误了治疗还加重了病情。

“走到百姓身边，切实了解百姓需要，提供
专业有效的治疗和正规的健康教育，我们的任务
还很重。”李波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1月7日，寿光市纪台镇尧河店子村，村民
赵玉胜在新房中清理卫生，贴上窗花。明亮的
新房里，喜气洋洋。“要不是党委政府的帮
助，我住不上新房。”赵玉胜说。

去年的洪灾过后，赵玉胜家的房子被鉴
定为D级危房，无法居住。一家人只能住在临
时搭建的窝棚之中。赵玉胜家共有5口人，妻
子患有精神疾病，三个儿子正在上学。全家
的开支仅靠赵玉胜卖菜支撑，没有能力重建
房子。

寿光市委市政府派寿光市检验检测中心包
靠赵玉胜家。包靠工作组为赵家申请危房补
贴，并协调民政、残联和镇街等部门单位筹款
9万元，解决了一大半的建房资金。工作组还
雇佣车辆和机械，每天靠在现场协调建房物
资、严把施工质量关。去年10月，赵玉胜家的
新房完工。

“从新房动工，一直到完工，工作组成员
每天都往这儿跑，经常中午饭都顾不上吃。”

尧河店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建军说。
赵玉胜说，检验检测中心党支部书记张立

华弄了两个窗户来，总经理王德亭带了个门
来，还送来了被子、褥子和一些过冬的东西。

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寿光全市受损
房屋D级及倒塌的217户已全部完成重建。

“重建家园和幸福生活永远不忘共产党，
永远不忘各级部门的好领导亲临我家问寒问暖
问吃问穿。”这是营里镇齐家黑冢子村村民齐
春富在自家影壁墙上写的感谢信的部分内容。

如今，齐春富家三间房屋和偏房都是新建
的。院落大气，齐春富90多岁的老母亲拿着拐
杖坐在马扎上，围着炉子取暖。

在大水中，齐春富家的房子被水冲塌了，
只剩下老屋墙根。齐春富儿子家6万斤小麦也
被水浸泡或冲走，加上倒塌的房屋和损毁的财
产，直接经济损失十多万元。

“屋塌了可怎么办呀，当时我一下子就懵
了。好在镇上、村里的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我
家，让我不要惊慌，不要失去信心。”齐春富
说。

为让齐春富一家尽快住进新房，从进料、
施工到建成，营里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工作
人员全程参与，每天督促施工进度，事无巨
细。应急转移费、过渡安置费、危房改造财政
补贴、取暖费、粮油费等3万多元也全都打在
了齐春富的银行卡里。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每天跟90多岁的老
娘聊聊天，围着炉子烤烤火，感觉很幸福。”
齐春富说。

在稻田镇西里村，董秀英家新建的房屋宽
敞明亮，屋内温度舒适怡人。

董秀英家的房屋位于村中最低洼地段，
洪灾袭来时，周边积水全部流到此处。经过
长时间浸泡，房屋倒坍，地基下沉严重。经
住建部门鉴定，董秀英家的房屋属D级危房，
且符合灾后重建政策。董秀英一家在稻田
镇、住建、民政等部门的帮助下，展开危房
改造工程，不足两个月的时间，董秀英就搬
进了新房子。

“政府帮着给盖起屋来，还给了3万块钱
的补贴。村里送来煤炭，上级给生活补贴，一

个月900块钱。现在屋里烧着大炉子，7片暖气
片，特别暖和。”董秀英说。

据了解，稻田镇灾后房屋修缮加固及重建
户共计257户，其中C级214户、D级40户、倒
塌3户。截至目前，已经全部维修加固、重建
完成，达到入住条件。“继续采取措施，由镇
村干部包靠到户，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受灾群众
的实际困难。”稻田镇副镇长刘怒非说。

同样作为受灾较严重的镇街之一，纪台镇
292户因灾受损房屋的改造工作也已全部完
成。

纪台镇王牟村成效亮家的老房子是1992年
建造的，受周边两处多占宅基地影响，自家没
有院子，出了北屋便是别人家的后墙。这个状
况，不仅成效亮家出行不便，而且影响了村庄
规划，东西大街、南北胡同全部被堵死。借此
次危房改造工作，纪台镇村干部及包靠单位多
次出面协调，最终拆除了多占宅基地。

据介绍，如今寿光市1112户C级以上受损
房屋已全部完成修复加固和重建，冬春救助资
金499 . 6万元也全部发放到位。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寿光市营里镇中营村，白墙红瓦的房子
排列整齐，大街平坦宽敞。

“以前可不是这样。谁也没想到，会改变
这么大。”村民吴金友说，“等到了春天，新
建的游园花儿开了，还要美。”

此前，中营村是附近出了名的落后村，人
心散、经济弱、管理软、环境乱，村里没有一
条硬化路。2017年底，中营村“两委”换届，
新班子提出建设美丽乡村。

但问题是，村集体账上没几个钱。中营
村党支部书记吴洪福想组织村民捐款，但没
人响应。营里镇副镇长、杨柳片区总支书记
张茂林建议，先从清欠款、清违建入手破解
难题。

闲置土地、空闲宅基地要重新丈量，陈年
旧账要统一梳理。中营村“两委”成员加班加
点，多次开会，喇叭上喊，户里转，发放明白
纸，宣传政策。部分村民对建设美丽乡村心里
没底，村“两委”便组织村民代表、党员外出
参观学习。

随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中营村“三
清”工作顺利完成，拆除违建76处，收回空闲
宅基地103处，调整闲置土地150亩，清收欠款
13万元。

“有两户村民在家门口私建车库，一直不
同意拆。后来，看到其他村民都拆了，也主动
找到村里要求拆除车库。只要村‘两委’公
开、公平、公正做事，一碗水端平，大家不会
不讲道理。”吴洪福说。

看着村里大变，再号召捐款时，村民们踊
跃参加。加上清收的欠款和镇上的补贴，中营
村建设美丽乡村的资金有了着落。修大街、通
水沟、平巷子，空闲宅基地成了游园。中营村
还利用新调整的150亩土地成立了硕满园粮食

专业合作社。
“过去在镇上开会，我们抬不起头来。如

今，我们成了样板村，大家都羡慕呢。”中营
村村主任吴绪光说。

“经过综合治理，村里的矛盾破解了，也
理顺了发展思路。”寿光市孙家集街道边线王
村党支部书记王春溪说。

边线王村以大棚种植为主，村里土地除口
粮田外剩余部分面向本村村民以其他方式承

包。但由于历史原因，个别承包地未签订正式
的书面合同。

“让村民还村委的钱，是个不好开口的难
题。如今有了法律顾问帮忙，收缴尾欠、签订
合同等有规有矩，大家伙信服。”边线王村文
书张庆水说。

在边线王村农村综合治理暨“三清”工作
中，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主任毛相顺带领工作
人员，对该村各类账目进行了梳理，并帮助村

“两委”对承包地合同进行了规范。
去年12月21日，毛相顺等人来到边线王

村，通过村内喇叭进行广播，让村民们了解综
合治理暨“三清”工作的意义。

“根据市委工作组和街道统一要求，为大
家提供法律服务，请大家到村委就各自所欠的
承包费等进行核对。对账目有疑问或其他问
题，可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在村委等候大
家。”毛相顺在喇叭中说。

广播后，村民们陆续来到村委核对账目，
但多数人口头答应还钱，没人主动上缴欠款。

在此情况下，寿光市、街道两级工作组及
村“两委”成员、法律工作者逐家逐户走访，
印制详细的账目清单，解答群众在法律方面的
疑问。欠款最多的张某主动到村委上缴了尾欠
1 . 3万元。最终，边线王村1天半时间全部清缴
16余万元的尾欠。

“通过法律顾问帮忙，村干部们明白了法
治的意义。一些民事调解、协议起草等事情，
也都变得更加规范。”王春溪说。

如今的孙家集街道潘家村，大街胡同处处
通畅，而过去村里连一条像样的出村路都没
有。

潘家村共260多户1100口人。“三清”工
作开始后，村“两委”联系了该村法律顾问，
共同对村里承包地合同存在的不合理、不规范
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重新制定了承包合
同。

与此同时，潘家村140多户历史尾欠共计
76 . 25万元，1天之内也全部结清，3处私搭乱
建被拆除，1处多占宅基地也自行清理。

“尾欠实现了应收尽收，找补后村集体收
入增加30 . 3万元，既理顺了关系，化解了各类
矛盾，又彻底消除了村内的不稳定因素。”潘
家村党支部书记桑松山说，“有了资金，我们
维修了道路，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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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5日上午9点，寿光市尧水幸福社区李
兴军家，室内温度21度。李兴军和邻居李兴
胜，正在交流装修经验。25天前，李兴军就搬
进了新楼房。李兴胜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完，一
家人目前在临时安置的房子住着。

“还是楼房好，冬天取暖好，又干净。我
得抓紧装修，争取在春节前搬进来，在楼房里
过大年。”李兴胜说。

李兴军说：“楼房比老房子干净多了，采
暖也不用生炉子了。现在大家都盼着过年，新
年住新房，双喜临门。”

尧水幸福社区是寿光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
目。2017年10月，项目动工建设，2018年10月
份正式分房。按照“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
准不动摇”的原则，经过四轮抓阄，逐一选出
住宅楼、单元和居室。全社区共涉及王东、王
西、前李、后李、康家5个村共计1500户。目
前，部分村民还在进行装修工作，一半村民已
搬迁入住，老村也即将拆迁。

尧水幸福社区基础设施配备齐全，通了水
电和天然气，楼房内铺设了地暖。

据介绍，尧水幸福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政
策是：以宅基地置换公寓楼，地上附着物估价
补贴。老百姓不但不用花钱还能拿到补贴，新
楼户型分为18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加60平方米
两种。

前李村村民李元尊说：“之前村里房屋破
败，年轻人娶媳妇都费劲。如今搬进了高大上
的住宅小区，变成了人人羡慕的社区人，大家
伙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尧水幸福社区居民搬进了新房，圣城街道
赵家仕庄村350户村民也领取了新房钥匙。他
们的楼房是90平方米的电梯楼房，外加15平方
米的储藏室。

“这个年纪又分上这么好的一套电梯房，
我和老伴也准备快点搬进去。”赵家仕庄村72
岁的村民李洪香说。

1月5日，寿光建桥学校综合报告厅，赵家
仕庄村村民等候分房。圣城街道的村干部们早

已等在现场，维护秩序、发放入场证号、组织
入场。

为确保分房工作圆满完成，圣城街道提前
细致谋划，全方位做好了楼房分配前的各项工
作，并制订了《楼房分配方案》。当日9时
许，分房工作正式开始。根据分配方案，前期
推选出的代表上台，先抓顺序阄，然后按照顺
序阄，抓取单元定位阄。全程由法律服务部门
组织、监督和见证，签字确定分房结果。当

天，350户村民全部分到新楼房，并领取新房
钥匙。

2012年，赵家仕庄村因为历史遗留问
题，原本计划在老村址建设的楼房迟迟没有
动工。2015年启动建设，开工不久后又因为
种种原因搁置。2017年初，圣城街道派出工
作组，化解矛盾纠纷，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
问题。同时，圣城街道帮助筹集资金，再次
启动赵家仕庄村楼房建设。2018年12月，新

楼房的水、电、暖等配套设施全部完成，达
到入住条件。

“随着楼房分配工作的完成，赵家仕庄城
中村改造将加速推进，整个村庄的发展也将驶
入快车道。”圣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驻赵家
仕庄村工作组组长张东光说。

“新房子有电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
贴心。”赵家仕庄村村民赵守正说，新房子已
经通上暖气，准备尽早搬进去。

C级以上受损房屋全部完成修复加固和重建

1112户受灾群众安然过冬

寿光最大棚户区居民新年住新房

寿光农村综合治理化解矛盾理顺关系

落后村一跃成为样板村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圣城街道

赵家仕庄村的村民
们，在等待分房。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寿光孙家集街道边线王村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图为工作人员在核对账目。

家庭医生李波：

让更多老人
得到专业治疗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2019年，我有四个计划和梦想。一是在园
内开设儿童读书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阅读的良
好习惯；二是在幼儿园实行品格教育，让孩子们
在主动性、自重、创造、仁爱、自制、乐观等方
面的能力有所提升；三是在幼儿园建立各种社团
组织，让孩子们在不同的团体中把自己的兴趣爱
好发挥到极致；四是做一个优秀的公益人，无私
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寿光古城街道弥景苑幼
儿园园长郑素荣说。

2003年，郑素荣担任弥景苑幼儿园园长。当
时，园内的教师大多数只有初中学历，业务水平
较低。为提高教师们的业务水平，郑素荣先后通
过园本培训、身边案例解析、技能大赛等多种方
式，提升教师们的业务水平。除此之外，郑素荣
还根据每个老师不同的情况，进行个别指导，小
到一条教育信息，大到金点子案例、教育教学论
文的撰写。

如今，老师们个个都由门外汉成长为幼儿教
育的行家里手。如今，弥景苑的教师们全部拿到
本科学历，16名教师被评为全国创新型教师，弥
景苑幼儿园也被评为“省示范园”“全国创新工
作先进单位”。郑素荣的“真心写好教育反思日
记”等27篇文章被《山东教育》以上主流媒体发
表。

郑素荣在幼儿园工作16年。16年来，在弥景
苑幼儿园就读的每个孩子的名字，郑素荣都能叫
上来。家长和老师们都很惊讶。“这么多年来，
我始终在教学第一线，始终在孩子们中间。因
此，我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们的很多问
题。”郑素荣说。

每次接触孩子，总有一些现象令人担忧，这
让郑素荣认真思考对待阻碍孩子健康成长的各种
因素。为此，弥景苑幼儿园为特别的孩子建立了
心理与行为健康档案，同时开展了“以美工区域
活动为载体，提高幼儿多种能力”的课题。现
在，孩子们的各种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教学的同时，郑素荣带领老师们实施开展
了多个课题研究。她们的课题获得了省优秀教研
成果奖。目前，弥景苑幼儿园已有多项课题立项
和结题。孩子们在课题中不断受益，弥景苑的老
师也一步步成为了研究型教师。

最好的教育者一定是一个有爱、有社会责任
感的人。作为一名党员教师，郑素荣积极投身公
益之中。

每批新入园的孩子都有几个家庭特别困难
的。为此，郑素荣倡议成立了“爱心基金会”，
带头为这些孩子捐款捐物。这个基金会从2005年
成立至今，已经救助贫困儿童300人次，郑素荣
个人救助的孩子有100多个，并供养两名大学生
顺利毕业。

郑素荣还发起并成立了星火爱心教育志愿者
团队，至今帮扶的孩子已达200多人次。郑素荣
开设了“亲子教育，从心起航”公益讲座，至今
已经讲了多场，受益近万人。

幼儿园园长郑素荣：

新年启动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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