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范晶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扮靓美丽家园，持续推进“六域”党建

引领“七城”创建和示范村创建工作，近日，靖宇县
花园口镇组织开展“花好悦园添新彩、美丽乡村正当
时”志愿服务活动，在前期补植补造及苗木管护的基

础上，栽植宿根花卉杯苗，扮靓乡村道路，为美
丽乡村建设增色添彩。

活动中，志愿者们三五成群，有的翻地、有
的栽苗，在花园村村口景观、沿街花坛、空地等
处，栽植海尔范萱草、假龙头、瑟干、八宝景
天、蓝梦等各类宿根花卉杯苗1.3万余杯。

“这些花既有较高的成活率，还有花期长、
适宜本地气候、多年生等特点，能够做到三季有
花、四季常绿，待盛开时将会成为风光秀美的景
观带。”花园村村书记介绍到。在栽花的同时，
志愿者们对花园村主街道沿线垃圾、绿化带杂
草、石块等进行清理清运，对已栽植的花卉喷洒
浇水，对已栽种苗木修剪枝杈、刷漆保护，切实
做到栽一片花、美一条路、成一处景。

花园口镇花园口镇补种花草花草扮靓家园扮靓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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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抚松县水利局党员干部袁安
华收到了市委宣传部颁发的“白山市红
色故事宣讲团成员”聘书，这份沉甸甸
的荣誉聘书，凝结着袁安华在省市县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宣
讲活动中的辛勤付出，也是对她突出表
现的奖励。

红色血脉赓续，抗联故事流传。2013
年以来，袁安华十几次代表抚松县水利局
参加省水利厅、市委县委宣传部、市委党
校、市关工委和党群部门举办的红色故事
宣讲活动；她还被市委县委宣传部安排到
教育系统、乡镇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和关
工委系统宣讲红色故事，以“革命历史人
物、抗日英雄、抗联战士、模范共产党
员”为主题，声情并茂地讲述建党百年历

程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受到一
致好评；她走进机关、学校和关工委系
统，巡回宣讲“杨靖宇、李学忠、魏拯民
等革命先烈事迹，通过对一个个红色故事
的再现，让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受到精
神洗礼和震撼。

2020年 8月 14日，市关工委举办“传
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老少宣讲
团走进抚松宣讲报告会”，袁安华以《伟大
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张蔚华》 为题目，满
怀深情地讲述张蔚华烈士的革命事迹，并
邀请张蔚华烈士的儿子、原抚松县文联主
席张金泉老人参加宣讲会，袁安华与张金
泉老人现场互动，场面激动人心，听众们
留下激动的泪水。

2021 年 6 月初，在市委党校举办的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红色故事
宣讲会上，袁安华深情讲述“抗联在抚松
的艰难岁月”，引起强烈反响，使党员干部
更多了解建党百年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
战、流血牺牲的革命事迹。

袁安华多次在省市县红色故事演讲大
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她说：“一个个
红色故事凝聚着革命烈士的生命和鲜血，
凝聚着无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伟大精
神，我一定要讲好这些红色故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讲
好每一个红色故事，袁安华经常阅读 《中
国共产党党史》《建党百年》《抚松抗联故
事》 等历史书籍，她自己撰写宣讲文稿、
反复修改提炼，请教老师做示范宣讲，然
后对照镜子练习发音，用手机录音，增加

练习次数，每一篇宣讲文稿都得练习 100
余次，经常是做饭、走路也在背稿子，她
宣讲特点就是“接地气”，台上的她情真意
切，台下的听众聚精会神，不时传来阵阵
掌声，把一堂堂宣讲活动推向高潮，具有
较强的现场感染力。

袁安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抚松县
水利局是她的坚强后盾。多年来，只要是
省市县举办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局领导和
科室负责人就鼓励她踊跃参加，为她参赛
开“绿灯”，同时还支持她参加机关干部
诵读比赛、“党在我心中”演讲会、“建党
百年”歌咏大赛等活动。袁安华表示，将
从红色活动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汲取红
色力量，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宣讲
者。

袁安华：当好红色基因宣讲者
□ 杨振梅

他是一名老兵，退伍不褪色；他是一
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他是一名退
休老干部，用一腔热血关爱青少年，屡获
省、市、县关工委表彰……他就是抚松县
抽水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吴永利。

吴永利今年63岁，1978年入伍，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 81705 部队服役，1983 年
退伍，1984年至2011年任抽水乡武装部干
事、部长，2011年退休后，他做起了关心
下一代工作。

一日从军，军魂入骨。1978 年 3 月，
吴永利刚从学校毕业，便积极响应祖国号
召，踊跃报名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役 6
年。这期间他当过机要通信员、话务员、
报务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团结战
友、帮助同志，定期到部队驻地周边生产

队做好事，为困难群众捐衣捐物，为他们
排忧解难。吴永利注重自身作风培养、自
学政治理论，刻苦训练，不断提高业务水
平，在部队里连续 4 年被评为学习雷锋标
兵、4次获嘉奖。

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1984 年 8
月，吴永利退役后被分配到抚松县抽水
乡 武 装 部 工 作 ， 一 干 就 是 27 年 。 工 作
中，他坚持军人本色，作风优良、业务
过硬、团结同志，认真做好武装工作，
在组织民兵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中
顽强奋战，特别是每年汛期，坚持日夜
巡逻、走村串户，组织民兵排查险情。
每年的征兵、军训、兵员动员、政治教
育 等 各 项 工 作 ， 他 都 保 质 保 量 提 前 完
成 。 积 极 配 合 乡 党 委 、 乡 政 府 中 心 工

作，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帮助贫困青少
年解决实际问题，多次获白山军分区、
县武装部表彰奖励。

退休不离岗，关爱下一代。 2011 年
10 月，吴永利退休后，担任了抽水乡关
工 委 常 务 副 主 任 。 10 多 年 来 ， 他 把 教
育、培养、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放在首
位，把留守、困难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挂
在心上，把“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新人”主题教育作为主要课题。他团结
带领全乡关工委干部、“五老”不断探索
关工委工作新路径，在学校学生公寓开
展“爱心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学
生寒暑假期间，他带领关工委工作人员
和“五老”开办“第二课堂”；平日里，
他还组织“五老”在乡里义务巡逻，开

展环境整治义务劳动等。在对青少年思
想道德教育中，吴永利注重向他们宣讲
党史、国史、抗联历史，走村入户开展

“好家风、好家教”宣传活动。每年联合
乡政法部门深入学校，开展 4 次以上的法
律法规安全教育。在对留守、困难儿童
帮扶工作中，吴永利率先垂范，通过组
织捐资，协调乡政府和相关部门投资，
每年都筹集帮扶资金 3 万余元。截至目
前，组织全乡关工干部、“五老”捐款
3000 余元，帮扶全乡 20 余名贫困学生。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吴永利退伍不
褪色，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坚守军人的初心，扛起关心下一
代的使命和责任，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军旗
增光添彩。

关爱下一代 老兵展风采
——记抚松县抽水乡关工委副主任吴永利

□ 姜丽 韩德平

本报讯 （毕文婷） 自开展“三
城”创建活动以来，市政数局与浑
江区江北社区密切合作，以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坚持从小
处着手、从细处着眼，着力改善包
保村、包保小区环境，增加居民群
众的幸福指数。

常态化清理与集中整治两手
抓。市政数局设定每周五为局机关

“三城”创建实践日，党员干部按时
下沉社区，清理“牛皮癣”、卫生死
角，清除杂草、栽种鲜花，弯下
腰、俯下身，为居民营造优美生活
环境。市政数局党员干部对包保村
发起“攻坚”，到靖宇县保安村开展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 1 次，清理

“三小五堆”2 处，对 500 延长米沿

路边沟、道路路面以及两侧花坛杂
草进行了清理。此外，驻村工作人
员常态清理卫生 3 次。市政数局党
员干部赴江北社区常态化开展卫生
清理4次，共清理“牛皮癣”100余
块、卫生死角 80余处，清运杂草垃
圾 3 车，认领绿地 3 块，栽种花苗
2000余株。

解决突出问题，满足群众诉
求。聚焦“精准”二字，抓牢群众
最关心、最迫切的事项，重点解决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市政数
局党员干部不只埋头干活，更抬头
与群众多沟通交流。在跟包保村民
了解情况后，市政数局根据群众诉
求，帮助保安村部分村民维修更换
栅栏 100 余米，让村民实实在在感

受到创“三城”的成果，切实让群
众得到实惠。

发挥政数优势，助力“三城”
创建。市政数局在落实“六域”党
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过程中，
充分发挥群众声音“聆听者”的身
份优势，着力打造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三城”创建“总客服”，
开通服务专席及微信公众号，实现
线下电话、线上微信公众号多渠道
受理群众诉求。目前，已受理群众
反映的相关诉求 3000余件，向市政
府呈报《“三城”创建工作专报》2
期；已有 3400 余人关注“白山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
号，为群众参与“三城”创建工作
提供平台。

市政数局多举措推动“三城”创建

本报讯（林子茹）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国防观念和青
年依法服兵役意识，激发适龄青年参军入伍保国卫边的
积极性，抚松县兴参镇政府积极部署 2022年秋季征兵宣
传活动。

采取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将与征兵有关的知识
发送到微信群当中，并鼓励村书记、网格员广泛转发；
组织街道武装部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征兵宣传，向过
往群众宣传征兵政策、发放宣传资料，吸引了许多群众
驻足咨询，亲民又接地气。活动开展以来，已发放征兵
宣传单 90 余份、宣传袋 120 余份。活动的开展激发了
广大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为征兵工作打下良好基
础。

抚松县兴参镇

强化宣传激发青年入伍热情

本报讯（吴昌军 马恩梅） 为深入推进“六域”党建
引领“七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包保小区居民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参与到“创城”行动中来，
靖宇县人民医院想办法、出新招，建立保持优雅环境

“评分赠奖品”激励机制，激发居民维护环境卫生积极
性。

7月14日，县人民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和
温馨小区的各栋楼长一起，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评分活
动。大家逐栋居民楼、逐个单元验收楼道卫生整治情
况，根据检查结果，评选出“优秀户”“积极户”“标准
户”三个档次的先进住户。同时，积极引导小区居民踊
跃报名，担任“环境卫生志愿监督员”，并为先进住户和

“志愿监督员”颁发拖把、雨伞等奖品，以资鼓励。
活动现场，被评选出的先进居民有序排队，凭兑奖

小票领取奖品。县人民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在活动现场，
积极宣讲“创城”的意义，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靖宇县人民医院

“七城”创建有新招

本报讯（王一棋） 7月18日，结合我市“六域”党建
引领“三城”创建活动，临江林业有限公司机关党委、
团委组织 3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青年团员深入包保单位
森工街道，开展志愿服务行动，集中清理北山社区单元
楼道杂物垃圾，践行社会责任，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楼道杂物堆积一直是基层治理工作的难点，废旧
家具、纸箱、瓶瓶罐罐等生活杂物挤占了本就狭窄的
楼道空间，不仅给居民通行造成不便，也埋下了消防
安全隐患。行动中，公司志愿者身着红马甲，佩戴手
套，深入辖区居民楼道清扫卫生死角，和居民一起搬离
废旧花盆、纸箱、旧家具、木板、砖块等杂物。同时，
向居民宣传楼道堆放杂物的危害及存在的隐患，呼吁大
家配合工作，自觉参与，共同打造更加整洁宜居的公
共环境。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集中清理，各单元楼道面貌
焕然一新。

临江林业有限公司

志愿服务助力“创城”

本报讯（潘相宇 缪金池） 7月 14日，靖宇县那尔轰
镇卫生院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医务人员深入黄酒馆
村，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活动。

宣传小组走村入户发放中医药知识宣传资料，为村
民详细讲解中医保健知识和中医药健康养生常识，耐心
解答中医诊疗方面的疑惑。同时，现场为村民进行望、
闻、问、切中医辩证施治，免费进行体检，提供医疗服
务。活动为黄酒馆村 50余户家庭进行了中医药保健知识
宣传，达到了预期效果，特别是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保
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尔轰镇卫生院

推广中医保健知识

临江市为困难群众
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本报讯（张爱鑫） 为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减少受疫情影响导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受到
影响，临江市为低保对象、特困供养对象共计 7292
户，按照每户 1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目
前，一次性生活补贴已随 7 月份低保金全部发放到
位，此次生活补贴的发放，增强了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市场监管局
优化市场主体年报服务

本报讯（王君） 为有效缓解疫情给市场主体生产
经营带来的压力，助力市场主体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经
营秩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规范管理分局积极优
化市场主体年报服务，坚持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对
受疫情影响未按规定期限进行年报公示的市场主体，
为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主动延长一个月的补报期
限。今年，市本级应进行年报公示的市场主体 3420
户，截至 6月末，全市已年报市场主体 3240户，年报
率达94.78%。

靖宇县残联提高农村
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

本报讯（曲虹 郭颖） 为提高靖宇县贫困残疾人种
养殖实用技术能力和水平，靖宇县残联持续开展农村
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切实提高残疾人自我发展和增
收能力。培训对象是具有靖宇县农业户籍，身体状况
稳定，生活能够自理，有就业意愿的农村低收入残疾
人或残疾人家属。培训内容是结合《2022年农村低收
入残疾人产业扶持项目实施方案》，对残疾人或其家属
进行不同类型的实用技术理论培训或实践教学。截止
到目前，已经在靖宇县各乡镇开办培训班 9期，培训
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属 230 人次。由于培训内容与残疾
人申报的产业项目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得到了残疾
人和家属的好评。

抚松县东山社区
关爱居民眼健康

本报讯（季城刚 潘黎黎） 为提高辖区居民健康用
眼意识，做到眼病早发现、早治疗，将眼病控制在初
级阶段，降低眼病致盲、致残率，7月 23日，抚松县
露水河镇东山社区携手抚松县爱尔眼科，开展“眼科
义诊进社区”活动，免费为居民进行眼睛健康检查活
动，宣传爱眼护眼知识。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居民
络绎不绝，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居民们自觉排
队，有序检测。医生们认真地为居民检查，居民询问
跟眼健康相关的问题时，医生们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共有 300 余名群众参与活动，不出家门，不花一分钱
就能检查眼睛，此举受到社区居民一致好评。

□ 韩昊桐 摄影报道
为推动“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工作有序开

展，长白县卫生健康局积极响应，扎实开展以“共建美
好家园”为主题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与包保社区
居民共同营造整洁、美丽、健康的生活环境。

7 月 15 日，该局组织局属各基层单位和局机关共 45
名“帮客”，到民主社区开展环境整治。当天上午，艳阳
高照，“帮客”们干劲十足，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用铁锹、扫帚、镰刀等劳动工
具清理区域内的生活垃圾、废矿泉水瓶及街边的杂草
等。经过集中整治，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受到群众好
评。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居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居民群
众文明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

长白县卫健局

携手社区共建美好家园











































 

卫健局工作人员在社区里清扫垃圾卫健局工作人员在社区里清扫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