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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珊 通讯
员 赵娟）8月26日上午9时，小
店区举行了 2021 年度第一批

“扶残助学”结对资助仪式，10位
接受资助的残疾人代表和 10位

“扶残助学”志愿者现场结成对
子。

为帮助辖区困难残疾人家
庭缓减子女就学经济压力，小
店区残联于 8 月初面向社会招
募热心残疾人事业、关爱残疾
人家庭的社会团体、爱心人士，
以扶残助学志愿者身份，结对
帮扶困难残疾人家庭，并给予
一定的经济资助，可一对一结
对帮扶，亦可一对多结对帮扶。

每位助学志愿者每年资助
一名学生的助学金额不少于
500 元，资助年限不少于三年。
助学对象为小店区享受最低生
活保障的残疾人家庭子女，及
未享受低保政策但因病致残、
一户多残造成生活困难的残疾
人家庭或困难伤残军人家庭子

女，且现为义务教育阶段及以
上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截至目前，小店区第一批
“扶残助学”资助活动中，已有
共 30个爱心团体及爱心人士参
与，受资助对象达到 36个，受资
助金额达 3.13万元。

活动现场，一位坐在轮椅
上的志愿者笑容灿烂，她叫王
筱莉，因一次意外导致高位截
瘫，但她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心
态，自强不息，成立了天使助残
帮扶中心，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朋友树立生活的信念。此次扶
残助学活动，她也献出了自己
一份爱心，与残疾人家庭结对
给予资助，希望以自己的力量
帮助更多残障人士。

小店区残联负责人呼吁，
希望通过开展活动，能动员更
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支持残疾
人事业，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
权益。

开学临近，我市超市、书店、文具店迎来销售高
峰，前来挑选学习用品的家长和学生络绎不绝，“开
学经济”悄然升温。 刘晓亮 摄

本报讯（记者 薄鸿）8月 26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万柏林
区农村“六乱”整治经过百日攻坚
初见成效，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
新，目前已清理各类垃圾 2.37 万
吨，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71 处，取
缔违法占地 67.2 亩，复垦农田面
积 117亩。

今年 5 月，万柏林区印发了
《万柏林区农村人居环境“六乱”
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方案》，明
确了街道为主体、群众参与、标本
兼治、依法治理、因地制宜五项原
则，重点围绕交通沿线、村庄街
巷、农户庭院、田间地头全面清理
整治。

截至目前，已清理交通沿线
积存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7800多
吨，拆除遗留、废弃的广告牌和无
实际用途、有碍观瞻的视觉污染设
施 489处，整修坑洼路面、隔离带
和绿化带 97处，消除交通安全隐
患 71处，清理整治乱搭乱建取缔
违法占地 67.2亩、占道 44800平方
米，开展交通沿线绿化美化 5685
平方米。同时，整治乱堆乱放、乱
搭乱建、乱圈乱占、乱贴乱画 598
处，清理路面污水 14处，整治村内
黑臭水体 6处，拆除违章建筑、废
弃建筑和残垣断壁、消除破旧裸露
墙体 63 处，整理线缆“蜘蛛网”9
处，清理农村垃圾近1.59万吨。

另外，拆除农业生产区域违
法设施建筑 44处，清理农业生产
废弃物 5.2吨，整治废弃蔬菜大棚
等无实际用途设施和杂乱杆线 1
处，复垦农田面积 117亩。

在此基础上，该区在 15个村
开展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评选活
动，评选出区级乡风文明户 148
户，最美庭院 10户，评出星级文明
户 1531 户，宣传发动农民参与
6000余户。

经过百日攻坚，万柏林区农
村“六乱”整治初见成效，农村人
居环境焕然一新，农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明显提升，有效保障了
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

本报讯（记者 薄鸿）8 月 26
日，一女司机驾车行至平阳路红
寺街附近转弯时，一头撞上了路
边的安全岛，司机下车后惊魂未
定，表示自己的座椅调得太靠后
了，踩刹车时脚没够着。

当天上午，一名女司机上车
后系好安全带开车就走，走到半
路才发现座椅被家人调过，有点
儿靠后。她本想开到一个方便停

车的地方重新调整座位，但一直
行驶到平阳路红寺街附近也没找
到机会。

于是，她准备拐进对面的巷
子停车，没想到踩刹车减速时由
于座位太靠后，脚竟然没够到刹
车。慌乱之下，她一打方向盘，便
撞在了转弯处的安全岛上，前轮
都骑了上去，保险杠经撞击后摇
摇欲坠。

所幸当时路口无人经过，女
司机下车后在路人提醒下赶紧向
保险公司报案。

交警提醒，驾车前一定要先
调好座椅、后视镜，再系好安全
带，不正确的驾驶坐姿，不仅会在
碰撞中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
害，还会降低对车辆控制的稳定
性。

“六乱”整治 农村环境焕然一新

万柏林区：

残障家庭无障碍改造

一户一设计 暖心又实用

扶残助学 结对资助

开到半路发现座位太靠后

踩刹车没够着 轿车撞上安全岛

本报讯（记者 陈珊）“这些措施，真的
为我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8 月 25 日，
杏花岭区敦化坊居民小张的妈妈向记者展
示了区残联为儿子配置的康复机器人，由
衷地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竖起大拇
指。

“在走访过程中，一户特殊的残疾人家
庭进入我们的视线，今年 39岁的小张因病
致残，父亲又因身患癌症，家里唯一的劳动
力只有年迈的母亲。”杏花岭区残联工作人
员张薇告诉记者。

经了解，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儿子能够行
动自理，但因每日需要照顾重病的丈夫，母
亲无法帮助儿子进行康复训练，生活的重担

也让她无力承担辅助康复的费用。得知这
一情况，区残联第一时间将信息反馈给康复
器材厂家进行线上评估，很快给小张配置了
康复机器人。

在小张家中，记者看到，小张在母亲帮
助下，已经能熟练使用康复机器人和手部
训练仪器。“残联给我们解决了实际问题，
现在孩子的状态也好转了，太感谢了！”看
着康复机器人带动着儿子蜷缩的手掌张开
的一瞬间，母亲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家庭的
希望在这一刻被瞬间点亮。

82岁的陈大爷 23年前因病致残，虽然
遭受了生活的变故，但老人仍然很乐观，家
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还喜欢刷短视频，看今

日头条。
其实，陈大爷也有烦心事儿。“我腿脚

不方便，出门要坐轮椅。”大爷告诉记者，他
家住三楼，上下楼成了一道难题。此外，由
于行动受限，在家走动需要拐杖和扶着墙，
洗浴和如厕时候非常不方便。“有时候家人
不在，我就不能活动。”

今年 6 月，区残联根据陈大爷家的实
际情况，量身制订了一套无障碍改造方
案。当天，陈大爷向记者现场介绍了家中
的“无障碍”设施：走廊里、厨房、卫生间都
安装了家用无障碍扶手，还有带灯光的拐
杖……

记者注意到，这些无障碍扶手都采用

了防撞材质，握上去有弹性又防滑。
走访结束后，张薇告诉记者，为贫困残

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不仅能方便他
们的生活起居，提高生活质量，还能解放原
本被占用的家庭劳动力，改善残疾人家庭
的经济状况。

据了解，杏花岭区残联今年共投入 20
余万元，对 70户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从 5 月份起开始走访入户，
到目前已经完成 49户的改造工作，全部按
照“一户一设计”的个性化制订改造方案，
添置无障碍智能生活产品、康复辅助用品
等，服务满意度达到 100%。

本报讯（记者 侯慧琴 通
讯员 武雅杰）“大爷，晚上休息
得咋样？”8 月 26 日一大早，迎泽
区迎泽街道南内环街三社区网格
员赵子媛就前往居民安大爷家。
七旬的安大爷偏瘫无法自理，不
巧的是，他的老伴几天前又住院
了，儿子在医院照顾。3天来，社
区工作人员精心照顾安大爷，使
他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我实在没办法了！”8 月 24
日，安师傅一脸愁容地跑到社区
求助。原来，他的母亲最近住院
了，需要人陪侍。但安师傅的父
亲因脑出血导致偏瘫，在家无法
自理，也需要人照顾。安师傅分
身乏术，实在找不到人帮忙，只好

求助于社区。“只要每天去看我父
亲一眼就好！”安师傅不好意思地
提出请求。

“放心，有我们！”社区主任武
彩萍答应下来。她很熟悉安师傅
家的情况，明白他的确遇到了难
题。

从那天起，社区网格员每天
定点上门照顾安大爷。每次入户
两个人，一天至少去 4次。上午 8
点一上班先入户问好，中午 12点
招呼老人吃饭，下午一上班去看
看，下午下班前再去看望一次。

8 月 25 日早晨上门时，看到
老人家里的地面脏了，网格员赵
子媛拿起墩布里里外外打扫了一
遍。中午时分，网格员从冰箱拿

出安师傅提前准备好的面条和
菜，帮老人热好卤汁，煮好面和蔬
菜。耐心地看着老人吃完，大家
收拾完才离开。当天下午入户
时，网格员又帮老人剪了指甲。

为了使在医院照顾母亲的安
师傅放心，武彩萍每天都打个电
话向他描述老人一天的情况。听
到父亲被照顾得这么细致，安师
傅特别放心，也非常感动。“我没
有兄弟姐妹，遇到困难时，幸亏有
社区工作人员像亲人一样的帮
助！”

“谁没个为难的时候，每个居
民都是我们社区大家庭的一员！”
面 对 安 师 傅 的 感 谢 ，武 彩 萍
说。

帮做饭 打扫家 剪指甲

偏瘫老人获得“家人”精心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