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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 28日，民法典迎来颁布两周年；今年5月是

全国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以“民法典进农村”为重

点，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

家”，日益深入人心，离不开这样一群推动者和见证者，本

组报道通过讲述他们宣传民法典、运用民法典的故事，反

映民法典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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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殿勇 徐东坡

“民法典对女性的保护，更具
人性化、更加细致，特别是对农村
女性，这体现在我接触到的很多
案件上。”5月 27 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开封市律协女工委主任、
河南龙洁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敏有
感而发。

李敏还担任着通许县朱砂镇
羊羔桥村、俄庄村、小岗村、李庄
村的村（居）法律顾问，她见证了
民法典给乡村带来的深刻变化。

当天上午，李敏代理的一件因
家暴导致的离婚案件开庭。蒿女
士和丈夫柴某结婚已有十多年，育
有两个子女，丈夫柴某经常殴打蒿
女士，蒿女士向法院起诉离婚。

“民法典对女性权益的多重

保障，在农村体现得非常明显。”
李敏说，如民法典中有“离婚经济
补偿”的相关规定，农村在家抚育
子女、照料老年人的女性居多，在
离婚时给予补偿，更大程度上维
护了女性的权益。

李敏介绍，虽然我国法治建
设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目前农村
居民尤其是妇女法律意识不强，
不少女性对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
已习以为常，甚至不知道法律赋
予了自己什么权利。她们在受到
侵害时往往找不到合法途径解决
问题，普遍存在“忍”的心理。进
一步加强民法典宣传，提高农村
妇女法律意识十分必要。

任村（居）法律顾问期间，只
要条件允许，李敏每月都会进村
入户普法，同时，利用村（居）法律
顾问微信群等开展线上普法。她
还常为贫困村民免费提供法律援
助和法律咨询，并致力于帮助妇
女儿童维权。

“普法更应从孩子抓起。今
年‘六一’儿童节，我和女工委的
同事们将一起到通许县厉庄乡刘
庄小学，为孩子们上一堂法治课，
帮助他们提高法治意识，形成法
治观念。”李敏说。③5

为妇女儿童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徐东坡

5 月 26 日上午，光山县司法
局马畈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邹婷
婷刚刚完成了两件矛盾纠纷的调
解。她说，作为一名调解员，民法
典是她手里的法宝。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与百姓生活最为贴近。两
年来，民法典不断深入人心，农村
居民遇事找法的更多了，我的调
解工作也有了更多的底气。”说起
民法典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邹婷
婷深有感触。

她给记者讲了一个案例。今
年2月，辖区居民王女士哭着来到
马畈司法所，请求主持公道。原
来她和丈夫未做婚前体检，结婚
两年，丈夫身体有隐疾，两人一直
要不上孩子，多方求医仍无效
果。王女士就提出离婚，但男方
不同意，双方还因退还彩礼问题
意见不一，王女士就想起司法所

的工作人员来社区宣传民法典时
讲的婚姻家庭方面的规定，希望
司法所能给予调解。

邹婷婷给双方讲解了民法典
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责任和义
务、家庭财产等相关规定，又从情
理上做双方的思想工作，最终双
方听取了司法所的调解意见，同
意离婚，女方返还男方部分彩礼，
一场纠纷画上了句号。

“在农村，婚姻家庭、劳务纠
纷、民间借贷等方面的矛盾纠纷
较多。”邹婷婷说，减少矛盾纠纷
的关键，是要让民法典进入更多
寻常百姓家，让百姓知法守法，遇
事找法，切实维护权益。

“各位亲，18 日是村（居）法
律顾问集中服务日，将有律师来
讲解民法典，免费提供法律服
务。”这是邹婷婷抖音号上的内
容。除了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学
校开展普法，她还专门开通抖音
号，宣传法律法规，提供法律服务
信息等。

自2019年 9月从事人民调解
工作以来，邹婷婷共参与调解婚
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各类民事纠
纷 500 多件，涉案金额 200 余万
元。光山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以
她的名字命名的“婷婷调解工作
室”，即将挂牌。

“我将以更大的努力化解更
多矛盾纠纷，让民法典惠及更多
人。”邹婷婷说。③7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的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犯。”5月 27 日，新
县苏河镇文昌村卫生所小院里的
大喇叭又响了。“我们定期用这种
方式宣传民法典。”卫生所医生、
县人大代表李先利说。

李先利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县
检察院特聘的涉农检察联络员。
2020 年 6月，依据信阳市检察院
开展涉农检察服务保障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工作的要求，新县检察
院聘请了一批以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为主的涉农检察联络员，李
先利就在其中。

“当时，民法典刚刚颁布。县
检察院给我们发资料、做培训，有
不懂的地方可随时给检察官打电
话。”李先利说。结合村里常出现
的矛盾纠纷，他有针对性地从民
法典中找依据，把法条记在小本
上，边学边思考。

知道李先利明事理、又懂法，
群众遇到大事小情都愿意跟他讲。

老黄、老夏是邻居。老夏先盖
房，后盖房的老黄没注意，把老夏

家的排水管给堵了，俩人闹得不可
开交。李先利以检察联络员的身
份联系了县检察院，申请在村里开
听证会。“咱先说法，民法典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
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
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
人造成损害；咱再说情，俗话说‘远
亲不如近邻’，邻居间有啥事不能
好好说？”听了李先利的话，老黄一
下站起来：“老夏家的水从俺
家走，排水管的钱我出。”老夏
也激动了，赶紧说：“老黄，
这钱咱俩平摊。”一年多的
矛盾就这样轻松化解。

如今在信阳市农村，
活跃着许多像李先利这
样的涉农检察联络员。

“我们作为联络员，就
是要当好桥梁，打通群
众‘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的‘最后一公
里’，让民法典‘飞’
入寻常百姓家。”
李先利说。③6

□本报记者 王斌

田野里，一群小鸟展翅飞翔；
乡间小道上，抱着娃遛弯儿的妇
女笑意盈盈；农家小院墙上，赫然
写着“关注民法典，护航美好生
活”几个大字，一派温馨幸福的生
活景象扑面而来。5 月 27 日，在

漯河市舞阳农民画院，42
岁的农民画家魏旭超
向记者展示了他画笔
下的农村生活。

这幅画是他的
新作，今年 5 月是
全国第二个“民法

典宣传月”，舞阳
县举办了首届法

治 农 民 画 大
赛，魏旭超应

邀创作了这幅作品。
魏旭超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

学院美术系，现在是舞阳农民画
院副院长。一个农民画画家，缘
何与民法典宣传结缘？魏旭超直
言自己也没想到。“我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当下的农村生活，随着民
法典的实施，各种民法典进农村
的宣传活动多了起来，耳濡目染，
这些场景自然也就成了画作的一
部分。”魏旭超说。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宣
传画很对农民“胃口”。去年6月，
画院举办了一场画展，他的宣传民
法典画作也在其中，引人注目。“这
画画得怪明白，原来民法典还管咱
邻里关系的事儿哩。”一位围观的
老大爷恍然大悟，“咱也买一本民
法典吧。”看着大家在画作前驻足
议论，魏旭超颇有成就感。

从那以后，他的画作中民法
典的元素更多了。为了画出神
韵，魏旭超没少做功课，认真学习
民法典，把民法典知识融入创作，
让作品更有感染力。

如今，在舞阳县农村的宣传
墙上，在县城的灯箱海报上，都能
见到魏旭超的画作。“能为宣传法
治、宣传民法典出一份力，很自
豪。”魏旭超说。

今后准备咋干？魏旭超说，
要用心观察，把民法典给农村、农
民带来的新变化画出来，让画作
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让民法典
更加深入人心。

把民法典画出来，这已经成
了魏旭超的一份事业。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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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法于情 巧解纠纷

农民画里的民法典

以法解忧“典”滴为民

郑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成 立 于
1993 年 4 月，是河南省首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郑州经
开区积极发挥河南自贸试验区、郑
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
试区、经开综保区、国际物流园区

“五区叠加”的战略优势，努力打造
对外开放、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产
城融合的四个高地，是河南省第一
家六星级产业集聚区，成功进入全
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30强。为加强经
开区教师队伍建设，经区管委会研
究决定，2022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优秀在职中小学教师 76 人、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在职教师 75 人、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 59 人，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学科及人数
（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在职

教师（76人）
初中教师（31人）：语文（6人）、数

学（7人）、英语（4人）、物理（2人）、化
学（1人）、生物（3人）、政治（1人）、历
史（1人）、地理（1人）、体育（3人）、美
术（2人）。

小学教师（45人）：语文（6人）、数
学（23人）、英语（8人）、体育（3人）、
美术（3人）、心理（2人）。

（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职教师
及高校毕业生（134人）（在职教师 75

人；高校毕业生59人定向东部。）
在职初中教师（22 人）：语文（1

人）、数学（4人）、英语（3人）、物理（1
人）、化学（1人）、生物（1人）、历史（1
人）、地理（1人）、体育（3人）、计算机
（3人）、心理（3人）。

在职小学教师（50 人）：语文（1
人）、数学（13人）、英语（2人）、科学（6
人）、道德与法治（6人）、体育（3人）、
音乐（7 人）、美术（3 人）、计算机（4
人）、心理（5人）。

在职幼儿园教师（3人）：幼教（3
人）。

高校毕业生小学教师（59人）：数
学（13人）、科学（7人）、道德与法治（5

人）、体育（7人）、音乐（7人）、美术（7
人）、计算机（6人）、心理（7人）。

优秀在职教师招聘名额如有空缺，
按学科顺延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职
教师名额中。详情可在国家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网公告栏
（http://www.zzjkq.gov.cn/）查看。

二、报名
（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在职

教师
1.报名方式：本人现场报名（不接

受他人代报）
2.报名时间：2022年 6月 6日—8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3:00—
5:00。

3.报名地点：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泰和小学（经开区第五大街与经北
一路交会处向北100米路东）。

4.若因疫情原因，无法组织现场
报名，请报考人员登录国家郑州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官 网
（http://www.zzjkq.gov.cn/）公 告
公示栏查看报名条件详情，在现场
报名规定时间内将报名材料以 PDF
格式（内容必须清晰可见）按照序号
进 行 排 序 整 理 后 发 送 至 邮 箱
zzjkqzjbgs@126.com，邮 件 以 报 考
学科 姓名的方式命名（如“初中语
文 张三”）。

（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职教师

及高校毕业生
1.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2.报名时间：2022 年 6 月 20 日

9：00—23日 17：00
具体招聘程序，报名条件详情，请

登录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 会 官 网 公 告 栏（http://www.
zzjkq.gov.cn/）查看。

咨询电话:
0371—66728332

66781257
监督电话：0371—6678292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5月28日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在职教师、在职教师及高校毕业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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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5月24日，走进位于鹤壁市百佳智造产
业园的河南辰芯科技有限公司，只见干净整
洁的千级无尘车间里，100余台现代化设
备静静运转，贴片、焊线、封装、测试等芯
片封测工序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大多行业都离不开芯片，芯片封测是
芯片制造中重要的一环，作为一家主要从事
芯片封测的公司，我们不断强化技术支撑，
先后引进120台全进口芯片云测试终端设
备，测试良品率可达99.7%以上，高于行业
97%的平均标准，年测试量可达3亿颗。”河
南辰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梅鹏说。

芯片，被称为“工业粮食”，代表了制造
领域最精密的工艺。总投资20亿元的百佳
智造产业园是鹤壁市科创新城首批规划建
设的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也是该市重点培
育的“双20”工程项目，园区瞄准芯片封装、
SMT贴片领域，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生态。

“产业园创新实施‘研究院+公司+园
区’的模式，由鹤壁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
产业导入，由鹤壁钜能信息产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开展股权招商，引进培育发展
高端制造业。”鹤壁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何小楠告诉记者，目前，百佳智造产业
园一期 2栋产业生态孵化楼已竣工投用，
其中千级无尘车间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
是豫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洁净车间。

与辰芯科技相邻的厂房里，河南省中
芯万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SMT贴片生
产线正在开足马力生产，这条生产线主要
生产用于集成电路板的贴片。“园区现已成
立集成电路产业联盟，由辰芯科技做芯片
封测，我们做线路板设计贴片，进而形成配
套产业。”该公司总经理李志军说。

“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何小楠介
绍，百佳智造产业园围绕园区龙头企业，持
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接和招引集成电路
上下游配套企业，补链强链。目前，除辰芯
科技、中芯万为科技等集成电路企业入驻投
产以外，深圳品胜科美、金乐信智能终端等
15个产业链项目正陆续进驻，集成电路产
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后，将发挥联动作用，
带动鹤壁科技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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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对女性的保护，更
具人性化、更加细致，特
别是对农村女性。

育硬核育硬核 稳增长稳增长

要当好桥梁，打通群众
‘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的‘最后一公里’。

要让民法典进入更多寻
常百姓家，让百姓知法守
法，遇事找法，切实维护
权益。

把民法典给农村、农民带
来的新变化画出来，让民
法典更加深入人心。

制图/单莉伟

我今年 74岁了。我们“龙瑞大叔”文明督导团里有 17个

人，虽是一帮“老家伙”，但不谦虚地说，个个“身怀绝技”，有唱

快板儿的，有烹饪水席的，有擅长书法的，还有搞文体活动的。

常言道，“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社区工作无小

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们也想发挥余热。

5月 25日，接到社区通知：毕业季到了，在外的大学生们

马上要返乡，让“龙瑞大叔”出马，看看能给孩子们做点啥。

都说“龙瑞大叔”管得宽，但这次我们却犯了难。

维护社区秩序，指导有序停车，清理小广告，帮助测量

体温、消毒，宣传防疫知识，这些事都不在话下，可让我们

帮大学生返乡想办法，实在是没思路。

所以，我就喊上所有团员，一起开会商量对策。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生们返乡的具体政策和要求，

都得提前通知到人。”团员张学斌说。

“居家健康监测的学生们出门不方便，咱能不能帮上

啥忙？”团员王铁锁说。

……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越说越起劲。

“我们给返乡报备的学生们挨个打电话，听听他们的

想法，了解他们的需求，看看能做点啥。”团员们一致建议。

说干就干，一散会我们就行动起来。

拿到返乡报备人员名单，我们挨个拨通电话，和孩子们

唠起家常。了解过学生们的实际需求，我们心里也有了底。

针对学生们提出的暑假实习、打零工，毕业找工作的

需求，我们把情况收集汇总，报给了社区。

社区准备为返乡大学生专门设置一个小程序，记录返

乡轨迹、发布防疫信息、提出实际需求，然后对接有关职能

部门，“一事一议”，搭建沟通、服务桥梁，让返乡的孩子们

切实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迎接孩子们返乡回家，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③6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
报通讯员 杨琳萍 整理）

■关注豫籍学子返乡

洛龙区开元路街道文明督导团团长口述人 李学恒

“龙瑞大叔”守护洛阳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