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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袁楠

一年多前，位于长垣县蒲西街道的亿隆国
际城由于外来人口多、管理无序，是出了名的矛
盾大、问题多，居民个访、群访不断。2018年4
月，长垣县在亿隆国际城一二三期小区范围内
成立向阳社区，以此为试点探索破解社区治理
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们梳理
出社区治理的短板主要有，党建引领力不强、缺
乏服务能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等，但最大的短板还是缺乏社工专业人才。

社区治理的核心是服务

家在长垣县向阳社区的彭女士一直和自
己83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然而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需要去郑州帮忙带孩子，虽然母亲身体还
好，可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每次出门之前便会
请社区工作人员留心照看。

因为向阳社区专门提供有“长者关怀”服
务项目，除了定期慰问社区的17个长期独居老
人外，很多临时出门的居民也会向社区报备，社
区的工作人员除了邀请老人白天到社区的日间
照料中心，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每两天还
会到家里走访一次。

“社区能提供这样的服务真是太方便了。”
彭女士说。

“社区治理的核心就是服务。”负责筹备建设
向阳社区的长垣县蒲西街道纪工委书记高昌萍
说，只有解决居民的切身利益，才能增强大家的归
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减少矛盾的产生。

而提供服务仅靠热心和热情是不够的，还需
要有专业技术。因为无论服务模式还是具体服
务项目的设计和实施，都离不开专业技术人员。

为了改变传统社区工作在服务方面的短
板，在专业社工的指导下，向阳社区建立了“三
社联动”模式，即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
体、专业社工和志愿者为骨干，三者互联互补互
动的社区治理和服务运行机制。

社区服务需要具备专业技能

向阳社区常住人口6500人，由于大多住
户来自周边的乡镇，户籍不在本辖区的就占
到了5700多人，他们的很多手续都需要回到
其户籍所在地办理。社区便民服务站便为居
民提供各类手续代办、交纳社保医保以及政
策咨询等服务，大大便利了小区居民。

在专业社工的带领下，社区的工作人员还
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居民的真实需求，策划设计
了“四点半课堂”，每周一至周五为下午放学的
学生提供作业辅导，并开设绘画、手工课等，填
补学生下课和家长下班的“真空期”，假期更是
提供全天的作业辅导和国学、国画兴趣班等；针
对老人日间无人照看的问题，社区成立居家养

老服务站，为老人提供医疗、日间照料和娱乐休
闲场所；建设的600余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设置有儿童乐园、矛盾调解室、图书室、书画室、
公益超市等，满足不同居民的生活需求。

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多服务，向阳社区还在
社工指导下积极调动社会资源，链接樊登读书
会、心智苑心理咨询室、夕阳红艺术团等50余
家民间组织，每周除了固定开展文艺演出等活
动外，一些节假日社区还会组织居民一起举办
各类特色活动。

“关系拉近了什么事都好说，大家谁也不
愿意闹矛盾。”高巧云是向阳社区45名楼栋长
之一，她说，以前大家都不熟悉，甚至有的邻居
十来年了还互相不认识，关系都很冷漠。但是
随着社区活动越来越多，很多原来不认识的邻
居成了熟人，成了朋友，很多道理一讲就通，矛
盾自然也就少了。

社区亟须培养“自己”的专业社工

向阳社区的转变被很多周边社区看在眼
里，纷纷前来学习取经，但照搬回去后效果却不
是很好。

“社区治理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观念，让每

一个社区工作者树立起真正的服务理念。”高昌
萍说，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独特的实际情况，需要
专门制定相应的治理模式，这些工作离不开专
业社工的技术指导。

向阳社区同样也因为缺乏专业社工而苦
恼。由于持证的专业社工资源紧张，一开始没
有社工组织愿意派遣社工来到一个县城的社区
来，好不容易联系到一家社工机构，却只招来一
名持证社工，另外两名社工由该机构在本地招
聘培养。即使这样，向阳社区仍需要每年支付
20万元的社工服务费用。而之后双方也因为
社工流动频繁等问题终止了合作。

长垣县意识到，不管是专业社工的紧缺还
是昂贵的服务费用，要想将向阳社区的治理经
验在其他社区推广，都必须自己培养留得住的
专业持证社工。

正因此，从专业社工入驻向阳社区伊始，
社区就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学习社工的工
作方法，同时提高理论知识水平，鼓励大家考取
相应的社会工作者证书。

去年6月份，作为第一批参与社区治理工
作的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鲍霞通过了助理社会工
作师的考试，成为向阳社区目前唯一的一名持
证社工。她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备考更高一级的
社工职业资格证书。

今年6月，长垣县蒲西街道11个社区的工
作人员中，超过80%都参加了今年的全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等待成绩公布。“希望培
养出越来越多的专业社工，推动社区治理推广，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享受到更为贴心的社区服
务。”高昌萍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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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任娜 通讯员 侯成胜
李真）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高干警廉洁
自律意识，近日，延津县人民法院组织全体干警以多
种形式深入学习《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
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关于进
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
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简称“三个规定”)以
及相关问题的通报，进一步对领导干部和干警插手、
过问和干预案件办理划出思想“红线”和行为“底线”，
促进办案公平公正，确保干警依法履职。

为有效落实“三个规定”的具体内容，全院干警
表示要以当前正在开展的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动
为契机，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学习“三个规定”，提
高规范司法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结合通报内容
进行自查，及时整改工作环节中自身存在的不规范
之处；做好日常记录，形成工作常态，并报派驻纪检
监察部门统计存查。6

政法一线

近日，为切实增强暑期广大中小学生的交通安
全意识，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培养学生养成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的良好
习惯,长垣警方深入辖区各培训学校，为暑期补习
班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暑期交通安全课。 6
任娜 化玮 摄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本报通讯员 崔兴辉

延津县有位“带墨镜”做针灸的名医——
申长远。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丝毫不影响
手中的针精准入穴。7月 24日，记者来到小
潭乡卫生院的中医科，只见申长远在患者“三
里膝”处往下比了“四指”，询问患者身高后，
又往上走半厘米，就找到了最酸痛点，随着纤
细的“银针”进入皮肤，患者紧绷的躯体也放
松下来。在这间仅有三张床位的科室里，申
长远每天要接纳60余名患者。

13岁失明的申长远，咬牙奋斗数年，由
“自闭男孩”成了“励志名医”。冲出“黑暗”的
他，又通过资助贫困学生、帮助贫困户致富、
鼓励残疾人士就业等方式散播“光明”。

在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
大会上，申长远作为“全国自强模范”，受到表
彰与鼓励。

童年时期的申长远阳光好学，可一场高
烧，遮起了他眼前的“帘”，失明后的他，抱着
自己的课本，却看不到一个字。这样的打击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沉重，但是母亲的不懈
鼓励唤起了申长远的自强心。“世界不会因你
看不见而不美丽。”母亲的这句话让他想通
了，虽然自己残疾了但决不能当个“残废”。

于是，申长远开始拜师学唢呐谋生。村
北自家到村南师傅家的两公里路，是他走过
最“长”的路。申长远一路趔趔趄趄，畏惧每
一个踉跄后的“嘲笑声”。由于自尊心“作
祟”，申长远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夜深时才回
家，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底。

考虑到吹唢呐不是长久之计，申长远的
母亲只身一人来到省残联，为儿子争取到在河
南省特殊培训学校免费学习针灸的机会。想
到大字不识的母亲为自己这样操劳，申长远暗
暗起誓，不学个“样儿”决不回来。他“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提升掌力，反复听“中医基础”磁
带，将骨骼标本带回宿舍练习，抱着标本入
睡。2004年申长远走出校门，5年的学习积
累使他顺利找到工作，虽然第一月只拿到200
块钱工资，但却是申长远的“第一桶金”，他通
过“一双手、一根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说起申长远，延津县榆林乡夹堤村的潘
振杰称他为榜样。延津县副县长刘为伶说：

“我在走访贫困户的过程中发现眼睛看不清，
摸索着修理电动车的‘半盲人’潘振杰，马上联
想到申长远。”她给潘振杰讲申长远的故事，潘
振杰备受鼓舞。两人经刘为伶介绍认识后，申
长远自掏腰包为潘振杰治疗眼睛，还收潘振杰
为徒，教授其推拿针灸技术。目前，申长远的徒
弟已有15人，他们都已自立门户或在医院就业。

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后，申长远的名
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患者挤满针灸室，正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没有扩大经营，也没有
接受大医院抛来的“橄榄枝”，而是选择回到延
津，在小潭乡、司寨乡的乡镇医院开设中医科。

“有人称我为榜样，我得对得起这两个
字。”来到乡镇医院，申长远一天接纳五六十名
患者，他说，“‘城市人’注重养生，往往三到五
针，便能缓解症状，可咱‘家乡人’小病‘拖’成大
病，曾有位‘一体多病’患者，让我扎了140针。”

申长远的“银针”拯救了千百名患者，故事
鼓舞了千万名残疾人。“‘全国自强模范’对我来
说不仅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份传递正能量的
责任。”他说，下一步将在延津县妇幼保健院创
办康复中心，将小儿脑瘫、成人康复治疗费用
降低至常规治疗的二分之一，利用“康复中心”
这一平台，为残疾人、残疾人家属提供免费中
医培训，传承中医理论与精神。6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魏然

7月 25日一大早，凤泉区分将池村第一
书记李立胜就专门开车跑了十几公里，接上在
外打工的刘佳慧到村里参加免费健康体检，而
半个月前他还专门请专家指导她填报高考志
愿。驻村三年多，贫困户们都把他当成了自家
人，谁家有困难，都是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2017 年，贫困户唐合枝的大儿子因患
有智障严重跌伤，李立胜知道后第一时间开

车把他送往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可因
为不是基层首诊，不能享受住院零付费政
策，他就先垫付了一万元医疗费。后来了解
到整个治疗下来得十多万元，李立胜就多次
找院方协商，先治疗后付费，院长被他一心
为贫困户的真诚打动了，不但减免了医疗
费，还与分将池村成了友好合作单位。

2016 年，李立胜从新乡市移动公司党
办副主任的岗位上到村里任第一书记，刚到
村里，他就走遍了每家贫困户，进行精细调
研，摸准村情，确立扶贫工作思路。“我所理

解的驻村，不仅仅是将身体留在村里，每天
像普通上下班一样工作，而是应该把心扎在
村里，每天像家庭成员一样为家庭努力奔
波。”李立胜说。

为了帮助村民增收，他指导村民建起了
两个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村民既能
获得土地租金，又能到合作社上班挣工资，
年终还参与合作社分红，收入水平明显提
高。目前，全村95户贫困户只有23户因病、
因残未脱贫，今年年底 15户贫困户通过弱
劳动力岗位就业有望脱贫。6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大暑过后迎来夏天最炎热的季节，气温直逼40
摄氏度，又到了一年中“靠空调续命”的日子。然而，在我们身边，有那么一
群人，每天都在顶着烈日挥汗如雨。

为了完成公司首次开展的配网不停电第四类作业，供电工人们要穿戴上
厚厚的绝缘服和绝缘手套，一天下来，衣服湿了好几遍。最怕高空作业状态
下，豆大的汗珠不时流到眼睛里，顾不上擦汗的他们，只能使劲挤挤眼睛……

早晨7点钟的太阳已经足够火辣，在每一个城市十字路口，那些被晒得
黝黑的交警，正满头大汗指挥来往车辆通行，维护交通秩序。

而在城区各工地，为了保障各项民生工程进度，那些建筑工人或在高高
的脚手架上，或悬在半空，和着汗水赶工期。

消防员、环卫工、快递小哥……那些为了我们多数人的平安方便而和烈
日奔跑的人，向他们致敬！6

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

图① 建筑工人在烈日下手持电焊，保证工程质量。李青春 摄
图② 新乡交警韩文喜在执勤，汗水早已打湿了头发。任娜 摄

图③ 为了完成工程进度，建筑工人在高温下坚持工作。吕达 摄

图④ 新乡县供电公司员工汗流浃背却仍认真开展作业。张文哲 摄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任娜 通讯员 侯杰）7
月 10日，将随身携带的15000元钱交到辉县市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张道连手中后，马某某终于松了一口
气，自己总算去掉了“老赖”的帽子。等“限高令”解
除后，他的生活工作就不再受种种限制了。

据介绍，2016年10月，郭某某、申某某受雇于马
某某到山东某地工地干活。工程结束后，郭某某、申
某某多次向其催要工资款，马某某均未支付。2017
年3月，郭某某、申某某向辉县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马某某支付其二人工资款共计15000元。然而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后，马某某仍未履行案款。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向马某某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法律文书，均无回
应。电话传唤马某某到法院来说明情况，其本人称
已经到外地打工，一直没有履行义务。

2019年 1月，拒不履行案款的马某某被辉县市
人民法院依法纳入“限制高消费”令中。近日，马某
某在外地打工期间购买高铁票回家被拒后，才意识
到不还钱的严重性，也体会到了被“限高”后自己生
活工作处处受限制的尴尬局面，7月 10日一回到家
中，他就给执行法官打电话，主动要求清偿所有案
款，请求法院撤销“限高”，至此这起劳务纠纷案件
得以执结。6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任娜 通讯员 侯杰）7
月 20日，被执行人新乡市某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段
某某迫于执行威慑，让其家属交来案款 57万元，这
起民间借贷案件仅用7个月顺利执行完毕。

2014年 12月，申请人屈某某与被执行人新乡
市某建材有限公司等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屈
某某出借 50万元，借款利率按年利率 5%计算。然
而借款到期后，经屈某某多次催要，某建材公司拒
不承担还款责任。

2018年，屈某某向辉县市法院起诉，辉县市法
院经过审理作出一审判决，某建材公司偿还其借款
及利息共计57万余元。某建材公司不服，向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被驳回。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该建材公司负责人段某
某一直躲避不见。也未查找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
的财产线索，该案的执行一时陷入困境。

7月 19日下午 6时 30分，得知段某某出现在家
中，辉县市法院执行局立即派出6名干警，将刚刚回
到辉县的段某某强制拘回了法院。

在明确告知其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后，直到凌
晨1点钟，段某某依旧不愿支付案款，执行法官决定
对其依法拘留。

凌晨2时许，在前往拘留所送拘途中，眼看离拘
留所仅剩一步之遥，段某某才意识到躲避不是办
法，愿意凑齐案款，并于第二天缴纳完毕。6

延津县人民法院

贯彻“三个规定”
促进依法履职

辉县法院

“限高”后处处受限制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案款

辉县法院

顺利执结一起
标的57万元借款案

从冲出“黑暗”
到散播“光明”
——记全国自强模范申长远

驻村，就要把心扎在村里
——记凤泉区分将池村第一书记李立胜

城镇社区呼唤更多专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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