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垛石镇

乡村振兴服务队开展“文化引领
乡村振兴”迎新春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乡村振兴服务队济阳区一队牵头在垛
石镇开展“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垛石镇“文化引领·乡村振兴”
迎新春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分为“我们的中国梦、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
演出；祈福迎新春文化促振兴；走访慰问老党员 3 个部分，在该
镇驻地及柳家、石墓田等 5 个村开展。文化惠民演出邀请省文
化馆创作演出部及当地骇河庄稼剧团参加文化汇演，鼓舞表演

《骇河战鼓》、女声独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舞《不忘初心》等
精彩节目，进一步推进了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文明创建、文化发
展、文化传承，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群众精
神风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迎新年·送春联·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活动，由省文化馆书画家们为群众现场书写并赠送了春联和

“福”字。在窦家村，服务队与济南市技师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组
成的慰问组走访慰问了2位老党员，转达组织的关怀，并送上最
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周振华）

济北街道开元社区

开展“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
本报讯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表达对小区内有身患重病老

人困难家庭的关心，1月13日下午，济北街道开元社区联合盛世
瑞城物业和业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组织开展“春节送温暖”慰问活
动。

活动中，社区主要负责同志、物业工作人员和业委会成员深
入每个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食用油、面粉和新春祝福，并向家
属详细询问患病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认真倾听他们的
心声，叮嘱他们既要照顾好家中病人，又要注意自己身体，如有
困难请及时与社区联系，社区将及时协调各方力量积极协助克
服困难。

本次活动，不仅体现了社区对辖区困难家庭的真切关怀，更
体现了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与辖区广大居民“同为一家人”的
理念，使辖区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温暖，有效促进了社区的
和谐与稳定。

（张晨曦）

济北街道新元社区

“鸿鹄学堂”寒假营开课
本报讯 为解决辖区内双职工家庭寒假期间无法辅导孩子学

习的问题，近日，济北街道新元社区“鸿鹄学堂”寒假营活动正式
开课。

本次“鸿鹄学堂”寒假营充分依托团区委大学生志愿者、辖区爱
心商家等有利资源，共设置作业辅导、绘画、书法等课程，每周一到周
五全天安排课程，目前已招收到15名学员。寒假期间，社区将通过
新颖的教学方式和丰富的教学内容，不断提高小朋友们的动手能
力、动脑能力和学习能力，既让孩子们得到了锻炼、学到了知识，度过
一个快乐的假期，又让广大家长工作得踏实、放心。

（陈聪 周玲）

济阳十中

保障学生寒假安全
本报讯 济阳十中高度重视学生假期安全工作，多措并举保障

学生安全。
学校召开了全体班主任会议，传达区教体局假期安全工作会

议精神，强调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各班召开了寒假安全主题班
会。学校印制了《济阳十中寒假安全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并对
一封信的回执进行了检查和验收。班主任老师指导学生和家长
学习并完成济南市安全教育平台内容。放假前各班召开寒假安
全主题班会，班主任老师指导学生绘出济阳城区附近危险水域
图、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路段，学生自己发现的其它安全隐患，提
高安全教育的实效性。 （通讯员）

“社区环境变好，文明氛围更浓厚，大家
住在这里特别舒心。”居民由衷地赞美便是对
社区工作最大的认可，2019年，济阳街道陈朝
社区努力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推动小区环境更新，打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
的志愿服务活动，社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大
大增强。

漫步在三庆阳光花园小区内，风景怡
人，墙体粉刷一新，车辆停放有序，道路平坦
畅通，楼宇间再无杂物，居民们聚在一起谈
笑风生，处处透露着和谐与美好！

在墙体和树木的衬托下，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那一抹红——“党员亮身份”宣传栏，
党员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促使承诺变成
行动、变成现实，此举既强化了党员意识也
能让社区群众随时找到党员，社区逐步形成
了一种“有困难、找党员”的良好氛围。而宣
传栏附近的“新二十四孝”文化宣传墙更是
为这个小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内涵底

蕴，让这所广场摇身一变为红色党建教育基
地，一幅幅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彩绘让墙

壁“说话”，引领社区新文明、新风尚。
“社区红色党建文化广场真是好，以前

光秃秃的，居民也不愿前来，而现在人来人
往的，多热闹！我经常在这里看孩子，并借
助宣传墙教给孩子认字，接受红色文化和孝
善文化的熏陶，这还得到了幼儿园老师的表
扬！”三庆阳光花园小区居民李女士说。

“住在这里真惬意，我们的家园愈发美
好！”其实，不仅三庆阳光花园小区的居民有
此深切的感受，其他小区亦如此。走入美凯
龙小区，重新规划的停车位使原本就整洁的
美凯龙小区变得更加井然有序。再看嘉景苑
公园，一年四季欢声阵阵，重新规划铺设了公
园绿地，一栋现代风建筑成了法韵广场的新
邻居，二百余平米的高标准公共卫生间配套
垃圾回收站为居民带来了极大便利……

作为城市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和细胞，社
区最贴近民生，也直接影响民生。2020，陈朝
社区致力于打造城市特色标杆社区，将一如
既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急群
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困，不断
改善社区环境，助推城市和谐变美！（张冬月）

社区环境新变化 乐享文明新生活
济阳街道陈朝社区美丽蝶变之路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春节节日氛围，丰富社区文化生活，1
月12日，济阳街道华阳社区联合区文化和
旅游局举办“冬春文化惠民季，文化暖心
走基层”为主题的2020年济阳区新春走基
层、文化大拜年文艺演出。

冬春文化进社区活动，将文艺表演、
新春祝福送到居民小区、送到百姓身边，
精彩纷呈的演出节目、喜庆红火的文艺
舞台，以艺术的形式滋养广大居民的心
灵，将为华阳社区居民送上一个个新年
祝福。 （通讯员）

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辖区内小朋友假
期无人看管问题，1月13日上午，济北街
道安大社区寒假课堂欢乐开课，本次课
堂共招募30名小朋友和4名志愿者，活动
为期1个月。

课堂上，小朋友们在社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通过自我介绍、
才艺展示等方式彼此之间相互熟悉，消
除了小朋友之间的陌生感，调动了他们

的积极性。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向小朋
友们强调了日常安全和学习纪律问题。

在今后1个月寒假期间，安大社区将
根据小朋友的需求，开设课业辅导、手工
制作、绘画阅读、自护教育等个性化课
程，着力提高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同时让
他们学会分享，增强他们的各项技能，希
望孩子们能通过轻松的社区寒假课堂度
过一个难忘、充实的假期。 （霍燕）

本报讯 为弘扬传统文化，营
造节日氛围，近日，济北街道滨湖
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区政协邀请 5
名书法家到社区开展新年写春联
送“福”字活动。

活动现场，5名书法家们热情
挥毫泼墨，书写春联和“福”字，一
幅幅笔法精湛、饱含浓浓喜庆祥和
气息的作品跃然纸上，社区工作人
员在一旁帮忙压纸、传递，等候春
联完成，然后再将完成的春联拿到
空地上晾干，等待居民精心挑选，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社区居民喜气
洋洋。

“在新春来临之际，能够将自
己亲笔写下的春联、福字送予居民
手中，看到大家开心的笑容，我感
觉到了满满的幸福感。”区书法协
会的孙老师笑着说。参加此次活
动的共计 20 余人，为居民赠送新
春对联60余幅。

（刘百行）

济阳街道华阳社区

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

济北街道安大社区

寒假课堂开课啦

济北街道滨湖社区

开展写春联送“福”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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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坐落在山东省济阳区南关村紧靠黄河
大堤的院落面积并不大，50 多平方米，但院内
收拾的井井有条，屋内陈设简单而有些老旧。
只有门口熠熠生辉的光荣之家的牌子在无声
的告诉着人民，这里是一个退役军人的家。

这里就是退役军人季鑫同志生前居住的地
方。

据季鑫同志的养子季卫军介绍，季鑫同志在
战争年代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战斗数十次，枪林
弹雨、出生入死。从朝鲜战场凯旋后，转业回地方
工作，此后默默无闻。季鑫很少对人谈起在部队
时的情景，只是在弥留之际才和家人简单交代几
句，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在一些支离破碎的回忆
中，拼凑出他的峥嵘岁月。

“解放”，明白为谁打仗
据季卫军介绍，季鑫同志 1912 年出生在江

苏省镇江地区扬中县红专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45年春季入伍，任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独
立团任特务连上士。同年，参加解放苏北兴化县
和如皋县战斗。战斗结束后，随部队改编入新四
军一纵队警卫营，任警卫员。

经过几次战斗，他发现，连队每次执行任务，
共产党员都敢冲锋、敢硬拼，不犹豫、不怕死——
他真心钦佩这些“老同志”。再加上目睹了日本
帝国主义令人发指的禽兽行径，使他下定决心一
定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跟着共产党、一
定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据季卫军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
主义投降后，季鑫所在部队奉命北上山东接管日
寇防区。1946年，参加鲁南战役。1947年，转战

孟良崮，参加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歼了国民党
整编 74 师。后一股气解放了肥城、宁阳等县
城。由于在战斗中作战勇猛，英勇杀敌，组织正
式批准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8年中秋，参加
了解放济南战役，同年参加淮海战役。

“长征”，何惧山高路远
1949年——中国时间进入崭新纪元。对中

华民族而言，这是获得新生的一年；对季鑫而言，
这是奔袭战斗的一年。走！打！是生活中的一
切。

1949年春，部队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
放全中国”的号召成功渡过长江天堑，将国民党
反动派划江而治的美梦彻底粉碎。

1949年5月，季鑫所在部队对国民党军重兵
据守的上海市进行城市攻坚战。经过长达半个
月的围攻，终于27日解放了上海。季鑫所在的
部队整编为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番号的改变，折
射着时局的发展。新中国的桅杆，已刺破海平
面。与西柏坡嘀嘀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是解放
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

据季卫军介绍，上海战役后，季鑫随部队以
摧枯拉朽之势一口气打到了福建省连江县，并奉
命在此驻守修整。原以为，从此可以远离战争的
人民怎么也不会想到，下一次战争会来的这么突
然，这么快。1950年，季鑫所在的部队奉命入朝
抗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1952 年1
月凯旋回国。

“再出发”，祖国建设的新天地
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季鑫同志，转业到了山东

省济阳县人民银行工作，后转任济阳县工商银行
出纳员。

据季卫军回忆，1958年，季鑫积极响应国家
支援农业建设的号召，放弃银行的优渥工作，选
择到农村去、到祖国建设的一线去。组织很快批

准了他的申请，但由于他不是本地人，说话带有
浓重的南方口音，与当地村民交流起来极其困
难，考虑再三，组织未任命他为生产队领导，而是
将他推举为南关村大队会计、保管员等职务。对
此，季鑫同志不仅没有怨言，而是几十年如一日，
在平凡的岗位的默默奉献，同时一点一滴的学习
当地的方言，争取早一日能够与村民打成一片。

济阳县地处黄河沿岸，黄河泛滥经常危及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这种情况，季鑫同
志总是不惧牺牲、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冲
在抗洪抢险的最前面。由于，在治理黄河和河区
等工程中表现优异，他先后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

据季卫军回忆，季鑫经常教育家人，要时刻
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他
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家人以革命军人的
身份四处炫耀，更不允许以此向组织提出任何要

求。
战争年代，四处征战，居无定所，季鑫同志一

直没有后人。季卫军就是季鑫到农村工作这段
时间被收养的。季卫军的生母在其出生后便离
世，家人考虑再三，将其送养给了季鑫。据季卫
军回忆，他年幼时身体较弱，但本来家境就不富
裕的季鑫不仅义无反顾的将其收养，还买了一只
山羊，每天用羊奶将其喂养大。虽然，养父已离
世20多年，但每每想起养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
大的大恩大德，季卫军都感到的热泪盈眶、唏嘘
不已。

季卫军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军人成了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党没有忘记为了新中国成立
而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老革命、老军人，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他现在生活的很好，
相信养父假如能够看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盛、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会感到欣慰的。

初心，从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