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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如今，在大街小巷、社区、医院，经
常能见到穿着各色马甲的社工。他们
用自己专业的技术和服务，给群众送去
了方便和温暖。但也有很多人对社工
不了解，将社工误认为志愿者或义工。

本周是我省2017年社会工作宣传
周，社工们将陆续走进机关、社区、校园
和企业，宣传推介自己。那么，社工到
底是做什么的？3月22日，记者走进部
分社工机构进行了采访。

社区活力的“加油站”

郑州正商园田花园社区60多岁的
居民郭大爷，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
处于创业初期，经常出差加班。郭大爷
患有尿毒症，每周除了去医院做两次透
析外，就是一个人闷在家里。2015年金
水区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
进郑州市金水区同行社工服务中心入驻
该社区后，郭大爷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社工们每周一次到郭大爷家里和
他聊天，并引导他到社区上剪纸课。
现在郭大爷在剪纸班很开心，不仅剪
纸作品参加了社区展览，还成为社区
的志愿者。

两年来，同行社工服务中心在社区
开设了四点半课堂，组织成立了书画协
会、太极剑队、合唱队和舞蹈队，给社区
居民提供交流熟悉的平台，社区更加有
活力，邻里关系更和谐。同行社工服务
中心负责人吕雷波介绍，社工服务中心
开设的社区服务中心微信群，有 1000
多名居民加入，“群里经常有居民生活
求助、生活经验交流，公益活动预告等
信息，很是热闹。”

医患和谐的“润滑剂”

走进省胸科医院社工部的办公区，

一眼就看到醒目的慈善救助绿色通道，
4个服务窗口的社工，忙着为住院患者
提供咨询服务，帮忙申请救助等。

省胸科医院收治的多是疑难重症
患者，病人风险度较高，治疗费用较贵，
经常发生一些医患之间的矛盾。2013
年医院成立全省首家医务社工机构，现
有13名专业社工人才，为住院病人提供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我们不仅引进爱心基金会、企业
和个人，帮助看病困难的群众筹集资
金，还在院内组织患者家属俱乐部、心
友会俱乐部等，请专家和病人面对面谈
心，打消他们治疗的后顾之忧。”该院社
会工作部主任刘雅敏说，社工部已经救
助 0—18岁贫困家庭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的儿童5000多例。

社工部每周开展两三次活动，到郑
州市的30多个定点社区开展健康教育
和大型义诊、对出院病人随访等服务。
社工们热情周到的服务受到医护人员
和病友的交口称赞，刘雅敏也被评为

2016年度“全国百名社工人物”。
社工们不仅把爱心传递给病人，更

带动医生和护士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目前，省胸科医院注册的志愿者就有
400多人。

回归社会的“指路灯”

对于普通人来说，办理身份证、银
行卡，乘坐地铁、公交车，网上购物以
及使用各种手机 APP等，都是很简单
的事情，但对于监狱里即将迎来新生
活的服刑人员来说，却是陌生又新鲜
的事情。

“出狱后到找到工作前这段时间，
是一个‘空窗期’，服刑人员可能因为不
适应社会环境，有再犯罪的可能。”郑州
市金水区在行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
任张颖说，我们到监区里面，通过做游
戏、模拟现实生活场景等方式，帮助即
将出狱的服务对象了解外界的变化，适
应这些变化，使他们在出狱后能够顺利

的回归社会、回归生活、回归家庭。
“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在行动。”张

颖表示，在行动社工还帮助即将出狱的
服刑人员申请低保、介绍就业岗位等，
让他们快速地融入新生活，开启人生新
的旅程。②40

社工与义工、
志愿者的区别

“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指遵循

“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社会工作

专业知识和方法，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

人员。他们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机

构和社区提供帮助，促使其发挥自身潜

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

题、促进社会公正。

“义务工作者”简称义工，又称“志

愿者”，是基于社会责任及义务，自愿贡

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为促进社会

的改善和发展，无偿参与社会服务的人

员。

二者区别在于社工是计酬的，义工

是无偿的；社工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

能，义工则在这方面要求比较低；社工

需要有从业资格认证，而义工不需要专

业资格的限制。另外，义工所服务的范

围比社工的服务范围更为广泛。

郑州市金水区同行社工服务中心

负责人吕雷波举例说，对于社区一个贫

困家庭来讲，义工和志愿者一般是逢年

过节上门看望慰问。作为专业社工，则

会深入了解家庭情况，看家庭成员能否

享受低保，联系爱心企业提供帮助，为

他们疏导心理压力，寻找合适的就业机

会，直到这个家庭生活稳定。②40

（本报记者 卢松 整理）

本报讯（记者 栾姗）3 月 21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积极
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以市场
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降低企
业杠杆率。

据估算，我省企业部门杠杆
率估算为 130%~170%。由于企
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
快，债务负担沉重，在国内外经济
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一些企
业经营困难加剧，一定程度上导
致债务风险上升，并存在沿债务
链、担保链和产业链蔓延的风险
隐患。

《意见》指出，积极稳妥降低企
业杠杆率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
股权融资、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
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

整合与使用效率；加大存量资产盘
活力度，在做好存量资产清理、整
合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予
以盘活；进一步优化企业债务结
构，降低企业财务负担；依法依规
实施企业破产，因企制宜实施企业
破产清算、重整与和解；推动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形成降低企业杠杆
率的长效机制。

《意见》要求，政府要为积极稳
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创造良好的环
境。政府在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
中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完善政策、
适当引导、依法监督，做好职工合
法权益保护等社会保障兜底工
作。在引导降低企业杠杆率过程
中，政府要依法依规、遵循规律、规
范行为，不干预各市场主体的相关
决策和具体事务。③6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3月 21
日，记者从省南水北调办获悉，目
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我省
供水24.85亿立方米，23座城市地
下水水位实现回升。

截至3月20日，我省干渠上有
31个口门及6个退水闸开闸分水，
累计供水 24.85亿立方米，占中线
工程供水总量的 37%，1800 万中
原城镇居民用上了优质的丹江水。

除了向城镇供水，去年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还向沿线众多河湖水库
补水，包括郑州市西流湖、双洎河、

唐寨水库，许昌市颍河、北海、石梁
河、清潠河，鹤壁市淇河，濮阳市龙
湖，南阳市白河，漯河市千亩湖等，
总计1.06亿立方米，为解决沿线河
湖生态问题，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提供了水资源支撑，受水区使用丹
江水后，地下水源得到涵养。受水
区28座水厂所在地区水源由开采
地下水置换为南水北调水，23座城
市地下水水源得到涵养，地下水水
位得到不同程度提升。其中，郑州
市回升 2.02 米，许昌市回升 2.6
米。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3月 21日
是第 17个“世界睡眠日”，今年的
主题为“健康睡眠、远离慢病”。河
南省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陈小兵
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公众，长
期睡眠质量不佳将增加慢性病的
患病风险。“睡得着不一定睡得好，
要保持身体健康，每天至少应保证
6小时的深度睡眠。”陈小兵说。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现，27%
的人有睡眠问题。“失眠、多梦、半
夜易醒等都是睡眠质量不好的表
现，我们提倡每天要保证6小时高
质量的睡眠，即不易被惊醒、被叫
醒的深度睡眠。”陈小兵说，如果睡
眠质量欠佳，短期内容易导致暴饮

暴食、加速衰老、诱发感冒、记忆
力减退等，长期发展下去容易引
发心脏病、糖尿病或中风。有数据
显示，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会导致
心脏病和中风危险分别增加 48%
和15%。

如何保证健康的睡眠质量？
陈小兵建议，首先要保持卧室安
静、空气流通，创造良好的睡眠环
境，床垫软硬适中，枕头高度9~15
厘米为佳，被子不能太重或太厚；
其次，睡前不喝浓茶、不宜用餐，尤
其是晚餐不要吃得过饱，每天养成
睡前用温水泡脚的习惯；最后，要
避免穿紧身衣裤入睡，最好选择向
右侧卧睡。③5

我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杠杆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我省供水24.85亿立方米

23座城市地下水水位回升

第17个世界睡眠日，专家提醒——

每天6小时深度睡眠最健康

社工：助人自助 传递温暖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佳佳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3月 21
日，一大早，沈丘县赵德营镇王其庙村
万鑫制衣厂里，响起了轻快而有节奏的
机器声。裁剪、铺绒、缝版，50多个女工
忙碌着。

厂长李金矿也没闲着，他不时走到
工作台前，一会儿提醒这个注意针脚，
一会儿指指那个注意线头。

“村里人都叫我大老板，啥大老板，
充其量，咱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罢
了。”李金矿告诉记者，小时候家里难，
穷得当当响。

穷则思变。2004年，16岁的李金
矿揣着300元路费出门了。这300元是

他父亲找了4家亲戚才借来的。
头几年，由于没有技术，李金矿只

能在机械厂做搬卸工。个子小，身体还
瘦弱的他吃了不少苦。后来，他进了一
家服装厂，因为踏实能干，很快从普通
工人做到主管、厂长。最后他索性跟老
板合作，做起了代加工。

去年春节回老家，村支书常校奇给
李金矿出主意：“家里工钱低，不如你把
加工点搬回来，这样你挣得多了，村里
人也能找个事干，多好！”

“要是回来，家里能提供啥条件？”
李金矿说得很直接。

“县里有不少招商引资好政策。”常
校奇拿给李金矿一份招商引资的小册
子，让他研究。把小册子仔细看个遍，
又实地考察一番，李金矿觉得回来投资

划算，“能申请贴息贷款不说，光工人成
本，每人每月能省两千元。”

说干就干，今年年初，投资 100多
万元、占地 2000多平方米的万鑫制衣
厂建成了。还没开业，就接到了一笔加
工订单。

订单有了，技术质量得过硬。“我们
厂里，十个有九个是留守妇女，大部分
还不会缝纫。”李金矿说。为此，他专程
聘请技术员过来为员工培训。技术员

“一对一”培训3天。“你别说，俺村妇女

学得快，干活细致，做出来的产品也
好。”李金矿笑道。

“看把俺们夸得，要叫俺说，一个月
给俺开3000多元，可不少嘞，俺就是不
吃不喝也得把活儿干好！”村民王素芝
乐呵呵地接过话茬。

说话间，李金矿接到电话，又是一
笔订单。“我计划着下个月再购进50台
机器，在村里再招50人。”

16岁漂泊他乡的贫困娃，如今，返
回家乡带领乡亲一起致富奔小康。③4

“贫困娃”返乡记

3月22日，一辆配备有麻醉机、呼吸机等十多种设备的乌尼莫克全地
形越野救护车亮相河南省人民医院。该救护车可同时转运三名病人，行驶
中也能做手术，是目前世界上通过能力最强的救护车之一。⑨6 张涛 摄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早春暖阳、青砖瓦房，泥土窑洞、麦秸垛子……一种农家生活的味道让人
流连忘返。3月20日，记者在孟州市莫沟村看到,一座座窑洞小院错落有
致，随处可见农家乐、茶馆、酒坊。村内的图书馆则为村庄注入现代元素。

孟州市从2015年对莫沟村进行生态修复和改造,恢复原有村落民居
的历史人文风貌。如今的莫沟村每天都吸引着许多游客。⑨6

本报讯﹙记者 谭勇﹚3 月 22
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
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强化新建建
筑能效标准的实施，大力推动建筑
业绿色发展，全年计划实施绿色建
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以上。

发展绿色建筑业必须有充足
的绿色建材。今年我省将加大对
多功能复合化绿色墙材、装配式墙
材部品生产资金的补助额度，大力
支持墙材企业转型升级，开发符合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评价要求的
轻质、高强、功能化、复合化、配套
化绿色墙材产品。我省围绕延长
建材寿命开发一批高质量、高档
次、高端的新型建筑结构材料，将
培育3至5家绿色墙材和装配式墙
材生产示范企业。

在农村推行绿色建筑是一大
艰巨任务。今年我省将配合全省
脱贫攻坚战，把革命老区、“三山
一滩”扶贫搬迁和贫困地区集中连
片危房改造作为专项基金示范工
程扶持的重点，开展 3至 5个试点
示范，引导农房建设由追求外观高
大向追求功能完善绿色环保转
变。同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绿色
农房建造、特色小（城）镇建设等工
程，在农村开展新型墙材推广应
用，鼓励农民使用节能环保、安全
便利的绿色新型墙材。

省辖市及有条件的省直管县
（市）逐步推行“65%+”的节能提升
标准，郑州（含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鹤壁、洛阳等市要积极开展
75%节能标准工程实践。③5

全省新建绿色建筑面积
将超100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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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莫沟 邀你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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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暖，游客纷至沓来

窑洞小院错落有致 图书馆为村庄注入现代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