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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路正式

运行。
据了解，该线路为C602邹城汽车站至济宁北站。氢能

源公交车在运行过程中，排放物为水，“零”尾气排放、
无二次污染。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第二批事业单位“优才计

划”正式招录完毕。今年，两批共引进人才1111人，较去
年同期引进同层次人才增长5倍多。

据了解，今年的“优才计划”引进的人才学历层次普
遍较高，硕士研究生以上897人，占80 . 7%；专业类别全，
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医学等12个学科门类；人才来
源广，非济宁籍人才达到407人，占1/3以上，较好地优化
了济宁人才队伍结构。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宋 峥 周倩

“我现在在汶上县杨店镇孟海村的瓜田
里，大家听说过‘泗汶西瓜’吗？老百姓常说，
吃了泗汶瓜，解渴把暑下，伏天更可口，冰糖
不如它！”这是济宁市市场监管局驻孟海村第
一书记冯华东，为宣传推介“泗汶西瓜”录制
的短视频。只见他不顾天气炎热，手托鲜翠
欲滴的“泗汶西瓜”，积极地为其现场打
call。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今年7月
16日，济宁市市场监管局选派的第一书记王
令芝和冯华东来到杨店镇，带着局党委的殷
切希望和嘱托，他们迅速投入到为乡村服务
的热忱中。而重塑“泗汶西瓜”品牌，规范
种植标准，扩大产业规模也成为他们驻村工
作的突破口。

“孟海村地处小汶河滩区，‘泗汶西
瓜’因此而得名，河流滩区优质的沙土地富
含矿物质，生长的西瓜具有个小、皮薄、甜
度高等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在济宁地
区很有名气。”冯华东告诉记者。但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一家一户的零星种植不能形

成产业规模，经济效益也未能满足农民需
求，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泗
汶西瓜”便逐渐地销声匿迹。

间隔30年，重塑“泗汶西瓜”品牌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泗汶西瓜’绝迹之前就已经存在品种不
纯的问题，如何在同一块土地上种出地道的
‘泗汶西瓜’是一场考验。”王令芝告诉记
者，他们赶赴东平县观摩西瓜种植强镇的产
业发展，与山东省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合
作，在西瓜的生育期进行全程跟踪服务，保
持品种纯正，解决在种植、田间管理等方面
遇到的实际问题。

而在孟海村的西瓜种植示范田里，种植
户算出来的收益账也为其他农户提供了致富
样本。“我种了35亩西瓜，一亩地能收获
9000至10000斤西瓜，除去种苗、肥料、人
工、管理等成本，纯利润为3000元，而种植
‘一麦一棒’的纯利润为每亩三四百元。”
孟海村村党支部书记孟现来告诉记者，下一
步，村里打算将村集体的土地全部流转给大
户种植西瓜。

身为第一书记，王令芝和冯华东也在为

乡亲们的幸福和村子的致富孜孜不倦地奋斗
着、谋划着。“品牌引领产业发展，为了引
导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将在杨店镇
成立专门的品牌指导站，做到‘在指导站指导
品牌建设发展，在田间地头指导种植的规范
和标准’，保证产品质量，稳定西瓜产量，促进
产业有序健康长远发展。”王令芝说。同时，第
一书记们立足实际，以“商标富农”助推乡村
振兴，培育发展地理标志商标，围绕杨店镇
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大力推动“泗汶西瓜”
“汶鑫黑猪”和“富硒、锌全麦面粉”等品
牌创建和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工作。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装着群众。”济
宁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典峰说，在
市场监管任务重的情况下，局党组坚决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在政治上考量、大局
上行动，“抽硬人、硬抽人”，把精兵强将派到
乡村振兴和服务民营经济第一线，把更多的
精力投放到第一线，目的是服务中心大局，真
正体现出市场监管人的担当。驻村工作才刚
刚开始，下派干部要始终牢记使命，接地
气、增底气、提士气。吃透摸准情况，民营
企业服务队和乡村振兴服务队要分别吃透企
业情况和村情村貌。厘清服务清单，建立责

任台账。精准施策，要把帮扶共性和个性相
结合，抓住重点精准发力。严守纪律规矩，
洁身自律警钟长鸣。强化领导带头‘一盘
棋’，确保各项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不忘使命和担当，孟海村的第一书记绝
不是个例。济宁市市场监管局驻济宁高新区
王因街道店子村第一书记叶树杞发扬吃苦耐
劳、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完成与各村干部单
独谈话的基础上，细化类别，突出重点。先
后对支部党员和村内困难户进行了入户走
访，全面了解村情民意，详细汇总分析店子
村的基本现状，共同研讨振兴途径，谋划商
定远期发展目标。驻金乡县胡集镇李莫楼村
的郭新强进村时，恰逢台风“利奇马”携狂
风暴雨来袭，恶劣天气造成李莫楼村贫困户
莫对常(智力残)家房屋大面积损毁。郭新强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看受灾情况，与村“两
委”商讨具体修缮方案，并积极联系镇扶贫
办协调资金1万余元，及时对倒塌的屋顶及
院墙进行了翻建和修缮，得到群众的好评。
他还计划运用党支部+公司+N的模式，流转
建设用地，建设规模化二手车交易市场，并
能由此带动附近几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形成
二手车交易产业市场。

济宁市市场监管局第一书记服务队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立足产业振兴 破解发展难题

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路

正式运行

济宁两批“优才计划”

引进人才1111人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侯宪锋 师先洲 钱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9日下午，济宁市养犬管理领导小

组召开会议，部署开展为期4天的城区养犬管理集中整治
联合执法行动。本次整治行动将突出治理重点，落实执法
力量。各部门将迅速落实专门执法力量，以城区广场、公
园、绿地、大街小巷、社区、小区等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
区域为重点，通过区域查、街面管、小区守、共同治等措
施，集中治理“遛犬不拴绳”“犬粪不清理”“养犬不登
记”等违法养犬行为。

据了解，本次行动的重点区域和部位为重点管理区范
围的居民小区、绿地、公园、广场、主次干道两侧等公共
场所区域，重点清理新世纪广场、仙营绿地、全民健身广
场、文化广场、人民公园、南池公园、百花公园、任城湿
地公园、杨家河公园、太白湖景区、济宁儿童乐园及火车
站汽车站广场，兖州区的重点区域和部位。整治行动主要
关注六项重点问题：1 .携犬户外活动不束犬链(绳)问题；2 .
携犬外出不即时清除犬粪、违规进入公共场所等不文明遛
犬行为；3 .居民小区“遛犬不拴绳”“犬粪不清理”行
为；4 .“养犬不免疫、不登记”行为；5 .饲养禁养犬、大
型犬问题；6 .无主犬只、流浪犬只收容管理问题。

城区养犬管理集中整治

联合执法行动开展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侯宪锋 孙学斌 孔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9日，济宁市公安局在全民健身广

场举行全市110接处警改革启动仪式。济宁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李海洋出席启动仪式并发布启动令。启动仪式
结束后，济宁城区40辆巡逻摩托车、18个网格接处警PTU
车组，立即奔赴各自辖区网格全面开展110动态接处警工
作，标志着全市特巡警为主动态接处警模式正式启动。

“各级公安机关必须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勇于担
当，不断凝聚强大的改革意志和动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好
市公安局提出的总体要求和意见。”李海洋表示，通过改
革，坚决实现每个网格的求助类警情处结率90%以上、纠
纷类警情处结率70%以上的工作目标，为派出所民警腾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基层基础管控工作。规范工作流
程。实现接派警精准定位、精确指令，为前端出警民警提
供视频、法律等全方位支撑。网格处警民警接到指令，第
一时间响应、处置、反馈，需要移交的警情规范移交，杜
绝问题发生。

110接处警改革启动后，济宁市公安机关将继续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屯警街面、动中处
警”的工作思路，围绕“预警、接警、派警、出警、处
警”五个环节，改革110接处警模式，建立权威、高效的
“1+5”指挥调度机制，在城区推行以特巡警为主的动态
处警勤务，实现“网格化布警、一体化巡处、扁平化指
挥、规范化处警”的目标，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
率，做到“以动制动、以快制快”，进一步提高接处警效
率，做强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提升社会治安管控效能，
实现“反应快、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
的任务目标，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济宁市启动110接处警改革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李瑞宁

汶上县中都街道前草桥村的信秀荣没上
过一天学，认得最好的一个字是她的姓———

“信”字。因为这个字，在农村生活了76年的她
10月17日第一次到省城济南，参加了全省道
德模范座谈会，受到省领导的接见和表彰。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能让邻里百
舍戳咱的脊梁骨。”信秀荣语言朴实，采访时，
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话。她22年如一日，无微不
至地赡养一位和自家并不亲近的聋哑邻居。
聋哑老人活到92岁无疾而终，成为村里男性
中最长寿的一位。弥留之际，老人因为残疾只
能用手势代替语言表达内心意愿，然后安静
地闭上了双眼。

“到俺家来吧，

有俺一口吃的绝不饿着他”

10月22日傍晚，记者见到信秀荣时，她刚
从地头捡豆子回到家，一边忙着往鸡窝里撒
几把粮食，一边和记者说话：“今年才算是有
心思干点这样的散活，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
哪有这闲空？”

“老人家”就是她照顾了22年的聋哑邻居
贾进朴。老人和哥哥因病自幼残疾，均为聋哑
人，未能成家，靠种地、放羊及政府救济相依
为命。1996年，哥哥贾进材患癌症不幸去世，
剩下贾进朴一个人。村委帮着办完贾进材的
丧事，考虑到贾进朴年纪大了，就召集他的亲
戚和远门本家商量老人的赡养问题。贾进朴
不愿意去敬老院，议事的邻居都陷入沉默，贾
维革、信秀荣夫妇看不下去了，便向村委承诺
愿意照顾这位早就出了五服的同姓长辈：“到
俺家来吧，有俺一口吃的绝不饿着他。”

贾维革和信秀荣夫妇有5个儿女，尽管日
子过得并不宽裕，但省吃俭用的信秀荣每周
都会想着法地给老人改善两次伙食。贾进朴
年纪大了，硬的东西咬不动，信秀荣就变着花
样地把饭菜做得精细，把青菜炖得烂烂的，猪
肉都剁成馅包水饺，鸡蛋打散了蒸鸡蛋羹。老
人年龄越大越是小孩儿心理。信秀荣每年春

节，都会给老人置办一身新衣裳，让老人高
兴。信秀荣的一言一举都被孩子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他们都把贾进朴当成自己的亲爷
爷待，尤其是在天津打工的儿子和儿媳，每次
回来总会给爷爷买点儿可口的点心哄老人开
心。贾进朴日子过得舒心，逢人就比画吃了啥
好菜、穿了啥新衣。

“找不到老人家

咋跟你爹交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0年夏
天，63岁的贾维革因结肠癌不治去世，临走
前，他把家人叫到床前，再三叮嘱，一定要照
料好贾进朴老人，绝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老
伴看病花了2万多元，加之儿媳习惯性流产，
看病花了5万多元，家里背负上了巨大的外
债。尽管如此，信秀荣忍着老年失伴的巨大痛
苦，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独自扛起了继续赡

养贾进朴老人的重任。
每天早上5点起床，为贾进朴煎药、倒水、

收拾房间、洗衣做饭，信秀荣始终如一。一入
冬天，信秀荣每天都会在老人休息前，准时灌
好热水袋给老人送过去；不管下再大的雪，一
日三餐也都会拣好的给老人送；老人后期卧
床不起，信秀荣经常前脚刚给他换上裤子，老
人后脚又拉到里面，她只能再继续换，继续
洗。邻居们都说：“就是亲闺女、亲儿媳也伺候
不了这么好。”

2013年的一天，贾进朴像往常一样去邻
镇的姐姐家走亲戚，可天都已经黑了，等着他
吃饭的信秀荣依然不见人影。她一个人在村
里找了两圈没找到，就立刻叫来儿子一起沿
着去老人姐姐家的路找。边找边联系老人的
亲戚，都说没有见到人。

夜越来越深，儿子劝娘明天再找。信秀荣
急了，对儿子说：“要是找不到，怎么跟你爹交
代？”她让儿子继续找，只要是和老人沾上边
的亲戚，要么打电话，要么找到家里。果然，最

后在一个并不常联系的亲戚家里找到了贾进
朴。原来，老人在回来的路上偶然遇到了这位
亲戚，就被叫到了家里。信秀荣把老人带回家
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多。

让儿子一家打地铺

把好床让给“爷爷”

2015年6月的一天，贾进朴出门后，直到中
午还没有回来。信秀荣刚想叫儿子去找，一个
邻居慌慌张张地来说：“哑巴爷爷出事了，不
知被什么车剐蹭啦，脚流了不少血，肇事车也
跑了。”信秀荣忙带上钱和儿子赶到出事地
点，把额头和鞋里都是血、已经昏迷的老人送
到县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右脚跟跟腱
断了，在咱们医院只能截肢，赶紧去济宁看看
吧。”信秀荣和儿子二话不说，忙把老人转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
才保住了老人的腿。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信秀荣直接把老
人接到了自家住，方便喂药、端屎端尿、擦洗
身子。家里就两张床，她就让儿子一家在堂屋
打地铺，把好床让给贾进朴。老人长期卧床，
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她就跟村医学了按摩手
法，坚持为老人家按摩，直到卧床两个多月的
老人能慢慢地站起来拄着棍行走。“谁没个老
的时候？咱庄户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就
是小的要孝顺老的。”信秀荣说，她早就把贾
进朴当作了自家老人。

又过了几年，老人开始卧床不起，大小便
都在床上，她每天要给老人换十几次尿布；夏
季炎热难耐，怕贾进朴生褥疮，她每隔两三个
小时就帮老人翻一下身，每天给他擦两次身
体；老人常年卧床经常便秘，信秀荣没别的办
法，只能用手一点儿一点儿地抠；冬天换洗衣
被，信秀荣的手常常冻得红肿流脓……在信
秀荣的陪伴和悉心照料下，两年多的时间里，
老人没得过一次褥疮。

去年2月，一直卧床的贾进朴病情突然加
重，不能吃东西，还不时昏迷。信秀荣请村医
打针输液，给老人喂些奶粉等流食，两个多月
后，老人还是走了。邻居路素芹说：“摊上信秀
荣，老人真有福。”

全省道德模范信秀荣———

为一句承诺，义务赡养聋哑老人22年

广告

10月17日，信秀荣（左）来到济南，参加全省道德模范座谈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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