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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院里“办低保”
—来自低保审核权限下放改革试点县民权县的调查

百姓故事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应规范

议论风生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刘晓伟

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
有远亲。”然而民权县人和镇前瓦塚村的
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攀的却都是“穷亲
戚”，他们专挑家境困难的百姓家庭进。

申办低保 足不出户

“因为患有脑梗塞，需要天天吃药，家
里困难，一直想申办低保，但不知道怎
么办理。社会救助协理员到俺家，一会儿
工夫就把申报材料办妥了！”2022年年初，
记者到前瓦塚村采访，60 岁的村民陈永
红，见到记者时感激地说。

2021 年年底，陈永红由于突患脑梗
塞，在县公疗医院住院治疗了 26天，家里
人为了给她治病，几乎把家里的积蓄都花
空了。陈永红听说，低保户住院新农合报
销结算后，医疗救助还能再报销一部分，
心里一直盼着办个低保。

了解到陈永红的情况后，前瓦塚村社
会救助协理员侯传国，上门给陈永红及其
家人讲解政策，协助填写申请表，收集申
请低保所需的材料。然后侯传国将陈永
红的申报材料送镇民政部门审核确认，镇
民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陈永
红立即审核确认，低保证很快办下来之
后，侯传国又将低保证及领低保补助金的
银行卡，及时送到陈永红家里。

以往，村民要想办低保，得自己写申
请准备材料送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有
时因为疏忽，材料没有备齐，还得回头再
跑一趟。按照上级文件要求，乡镇或街道
民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一个
月内办结。

现在，村里有了社会救助协理员，村
民申请低保不用出村，社会救助协理员就
会入户协助把材料备齐。乡镇或街道民
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15天内
办结。这样一来，符合条件的村民申请低
保，既缩短了等待的时间，又省去了填写、
复印、报送材料的精力。

据介绍，2021年 3月份，民权县被省
里确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
审核确认权限下放改革试点县。该县首
先选择 2个乡镇（伯党乡、褚庙乡）、1个街
道办事处（绿洲街道办事处）进行先行试
点。2021年 6月份，在试点的基础上，全
县17个乡镇、2个街道全面铺开。

为了更加惠民、便民，民权县优化了
审核确认程序，增添了村级社会救助协理
员上门协助服务项目，使得像陈永红这样
的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符合条件的低保
申请对象，不出自家院子就能把申请低保
的事儿办妥。

程序简化 便民惠民

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审核
确认权下放后，人和镇政府在每个村聘请
了 2位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协助符合条
件的村民往镇里递交材料、申办低保。

前来为陈永红送药的前瓦塚村村医高
志强说：“村社会救助协理员协助困难群众
办理低保，免去了低保申请人咨询、填写、
复印、报送申请材料的多次来回奔波，大大
节约了困难群众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这确
实是一项方便群众、温暖人心的好政策！”

高志强翻开手机里收藏的民权县最
低生活保障申办流程图让记者看：在低保
申报流程中，公示之后无争议的，无需进

行村级民主评议，也不用报县民政局审
批，直接由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办结。权
力下放、程序简化之后，低保的办理程序
确实比以前简便多了。

“县里最近对‘三类人群’即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进
行了兜底排查，已经及时纳入低保对象
665人、特困人员 40人，临时救助 81人。”
高志强指着手机APP上“民权县乡村振兴
智慧监督大数据平台”对记者说。

记者在“民权县乡村振兴智慧监督大
数据平台”上了解到，该县在最低生活保
障和特困人员供养审核确认权下放及提
升业务服务水平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指导乡镇（街道）民政部门严格按照审核
确认权限下放操作细则执行，按照政策
规定优化简化程序，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

在低保救助资金的管理上，根据相关
政策规定，做到发放名册、发放资金、代发
银行进账单和发放明细单四项相互印证、
相互统一，县民政局对补助资金发放时

间、发放金额定期检查，督促救助资金足
额及时发放到位。

在信息的核对上，坚持对低保救助对象
通过低收入家庭认定平台、乡村振兴智慧监
督大数据平台、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提供信息的比对系统进行“三核对”，同时根
据信息核对情况，在入户抽查时逐项评估、
综合评估，确保不“漏保”一户。

在救助资金发放前，县民政局还会根
据相关部门提供的自然减员信息进行动
态核对、动态调整，并严格落实好月报告、
零报告制度，村委员会（居委会）须在每月
的月底前将救助对象自然减员统计表报
给乡镇（街道），确保救助对象自然减员后
及时退出。

在低保信息公开方面实行“四公示”：
即长期公示栏公示、政府网站公示、乡村
振兴智慧监督大数据平台公示和村务公
开栏公示，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监
督，给予广大群众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极大地提高了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满意度。7

□张淳艺

“家庭教育指导师，未来五年的‘金饭碗’”“前景大好的家庭教

育指导师，你还在等什么”……最近，类似广告宣传铺天盖地，家

庭教育指导师成了网络推广的新宠。一些培训机构甚至宣称，

家庭教育指导师“零门槛、易通过、收入高”，参加培训者不需要

拥有教育专业学习背景，对学历也没有要求，只要能使用电脑线

上学习，如果时间精力有限，甚至不用学习具体内容，也能靠押

题通过考试。

家庭教育指导师，相当于家庭教育领域的“心理咨询师”，主

要是通过沟通了解家庭中家长和孩子的生活状态、困惑等，指导

和帮助家长解决问题。家庭教育指导师作为新兴职业，前些年

就已经出现。今年 1 月 1 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

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进一步带火了家庭教

育指导师。

事实上，家庭教育指导是一门技术活，需要具备教育学、应用

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综合知识。难以想象，一个零基础出身、靠

背题过关的所谓“家庭教育指导师”，如何能够传授给家长育儿的

经验和方法？其结果必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施行无疑会给家庭教育指导师带来一定的“职业红利”，但

培训机构不能将其异化为“一本万利”，大肆进行注水式、走过场的

培训，拉低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的素质。

近年来，我国逐步取消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推行社

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下，一些培训机构的夸大宣传、变质操

作，容易导致逐利化的考证，“证书满天飞”“重发证、轻培训”的现

象并不利于行业发展。《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教育、民政、卫

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

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面对家庭教育指

导师培训“虚火过旺”，有关部门应加强指导，提高准入门槛，规范

培训市场，引导培训机构走专业化道路，切实提高培训的含金量，

真正为社会培养出需要的人才。同时，通过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等

形式，让优秀的培训机构脱颖而出，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此外，家庭教育指导不能一味交给市场，也应做大公共服务

蛋糕。《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此也有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

乡公共服务体系。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应当定期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宣

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建立

家长学校，促进家庭与学校共同教育。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各司

其职，协同推进，让家庭教育指导更多地体现其公益性，而非只

是一门生意。7

连日来，面对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灵宝市公安局
50 多位退休民警主动请
缨，来到抗疫一线值班，有
效缓解了警力不足问题。
图为 1 月 10 日，在警察节
又逢腊八节的特殊日子里，
灵宝戒毒所退休民警赵增
晔、李湘飞，相约到疫情防控
点执勤。7 李平飞 摄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刘飞

寒冬腊月，在商水县邓城镇，疫
情防控的弦始终紧绷着。

每天中午 12 点，张堂村村民张
强就会准时来到村疫情防控卡点，
给每名志愿者送去一份热腾腾的饭
菜。

“天气冷，你们尽管吃。如果不
够吃，我再给你们盛！”张强小心地把
饭盒递过去，关切地说。

今年 49岁的张强，是张堂村的
一名普通村民。起先，他在外地干厨
师，后来妻子患病后，他便返回家乡
开了一家小饭店。由于他诚信经营、
买卖公道，生意十分红火。

据介绍，张堂村现有村民 2397
人，其中在外务工人员就达近 500
人，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进入腊
月后，外出返乡人员数量不断增多，
防疫压力不断增大，张堂村及时设置
了疫情防控卡点。

听从村干部的安排，张强二话没
说，主动把饭店的门关了。

儿子张帅今年 26 岁，是村监委
会委员。张强每天看儿子上下班都
是早出晚归，吃饭也不定时，很是
心疼，主动担负起给儿子送饭的责
任。

他来到卡点一看，几名志愿者都
站在凛冽寒风中，忙碌地给外来车辆

和行人登记信息、测量体温，心里受
到了触动。于是，他便小跑返回家
中，做了几份水饺送到卡点。当他看
到志愿者们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时，
心里开心极了。

之后，张强每天都会准时给志愿
者们送饭送菜。有时是水饺，有时是
炝锅面，有时是炸酱面，每天都不重
样儿。

“做志愿者的感觉真好！”张强自
言自语地说。于是，他找到村党支部
书记，要求加入志愿者队伍。

“张强叔，你经常给我们大家送
饭送菜，还不要钱，不就是志愿者

吗？”村党支部书记李治强感动地对
张强说。

“噢！原来我也是志愿者。”张强
这才恍然大悟。

“张强叔，你做的炝锅面，确实真
好吃，明天能给我们多带一份吗？”大
学生志愿者李晨阳笑眯眯地问。

“张强，你天天给我们送饭，不怕
饭店赔本吗？”驻村干部张文成也半
开玩笑地对张强说。

“做饭是我的老本行，能为村里
的防疫工作出一份力，俺心里美得
很！”张强用手挠了挠头，微笑着
说。7

□黄齐超

“学生不用排队，直接到前面来，

这里有‘绿色通道’。”1月 10日，在郑

州市农业路天明路附近的核酸检测

点，现场工作人员一边拿着喇叭呼

叫，一边引导学生到检测队伍前列。

居民做核酸时要排队等候，这

是基本的文明和需要遵循的秩序。

不过，对于为中小学生设立“绿色通

道”，执行“学生优先”原则，大家非

但没有意见，反而热烈支持，哪怕自

家没有排队等候做核酸的孩子。

疫情当前，很多学校都实行了

“停课不停学”。安排“绿色通道”，

将他们单独列开，就能减少中小学

生们排队等候的时间，更好地保障

学生们学习检测两不误。中小学生

是易感人群，他们理应作为疫情防

控的重点保护对象。特别是最近在

天津破防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更

喜欢招惹未成年人。开辟中小学生

核酸检测“绿色通道”，自然可以有

效提高对学生安全的保护。

不仅如此，1 月 11 日开始，郑州

市还对高龄老人、孕妇、幼儿、残障人

士等特殊困难群体，安排“上门服务”

采样小组入户上门进行采样检测，这

种“绿色通道”，更受人们赞赏。

对特殊困难群体设置“绿色通

道”，既能加强疫情防控，又体现人

本关怀，也彰显了实事求是的理念，

而不是冷冰冰一刀切的铁腕管理，

可谓寒冬里的一道“暖风景”。

愿这样温馨服务的小事越来越

多，愿这样的善意四处涌流。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董明航

翠竹花草掩院墙，青砖黛瓦饰楼房。这是襄城县麦岭镇东坡
方村段荣花的家。56岁的段荣花和丈夫方相国，几乎每天都打扫
院子，整理院中的花草。2021年 12月 7日，村里公开评比，她家的
庭院荣获年度“五美庭院”。

据介绍，在东坡方村，像段荣花家被评为“五美庭院”的，一共
有15家。广大村民纷纷以自家庭院为基础，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带动了乡村“颜值”的大提升。

“三年前，俺这可不是这个样儿。”2021年年底，记者到段荣花
家采访，段荣花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村里街道还没有硬化，房前屋
后到处是干草堆、柴火堆、垃圾堆、破砖烂瓦堆，污水横流。

为改善农村整体环境，从2019年开始，东坡方村党支部、村委
会按照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文明美、和谐美“五美标准”，广泛
组织开展“五美庭院”创建活动，努力从一个个家庭入手，带动全村
人居环境整体深入推进。

“在创建‘五美庭院’的同时，我们村还进行了‘三清一改’与大
街小巷的硬化、绿化、亮化，努力使街道整洁干净，绿树成荫、花草
点缀。”东坡方村党支部书记王丹丹介绍。

“五美庭院”的创建，极大地调动了党员干部群众整治人居环
境的积极性，比干劲、比风格、比文明、比贡献蔚然成风。许多村民
早晚两次打扫家里的卫生，对自家庭院进行美化，种植蔬菜花草，
并且积极参加公益性活动，走上街头巷尾铲除杂草，清理乱堆乱
放，拆除乱搭乱建。

如今的东坡方村，告别了“脏乱差”，迎来了“洁净美”。道路整
洁通畅，坑塘碧水清澈，游园舒适温馨，家家幸福美满。

喜鹊枝头喳喳叫，五美庭院喜事多。2021年 12月 26日，村民
方新田夫妇起得特别早，把院子里打扫得锃亮，给花草喷水，亮堂
堂的屋里家具摆放整齐。原来，这是准备迎接快要过门的儿媳，和
儿子在家里拍摄结婚照。

提起将要举办的婚礼，还得从孩子方永鹏订婚说起。2020
年初春，方永鹏与一起打工的邻村——后纪村姑娘纪梦媛相识，
但女方订婚的一个条件是，必须到男方家里看看怎么样。方永
鹏把女朋友纪梦媛带回家，父母热情相迎，院内整洁明亮，花草
蔬菜相间，屋内家具家电应有尽有。纪梦媛看着墙上挂的“五美
庭院”牌子，笑着说：“永鹏，俺可不仅仅相中了你这个人，还相中
了恁家的院子！”

以“五美庭院”为订婚条件之一的，2021年这个村就有四五对
青年订婚成功。“五美庭院”的创建，不仅带来了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还有力地促进了好媳妇、好妯娌、好丈夫、好婆婆的不断涌现。

“如今，以创建‘五美庭院’为突破口，全镇29个村都在大力提
升人居环境上下了功夫，并且将其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努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大大提升了广大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麦岭镇党委书记井卫东说。7

“五美庭院”喜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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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腾腾的饭菜送“疫”线

民政部门工作人
员与村社会救助协理
员结合，对服务对象开
展 入 户 走 访 摸 底 排
查。7 刘晓伟 摄

村民在打扫庭院。7 古国凡 摄

村民张强来到疫情防控卡点给志愿者送饭。7 刘飞 摄

退休民警
战“疫”显担当

连线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