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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双基双治双安 深化平安河南建设”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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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并重平安有术推进双治BB

惠风和雨笑靥如花共享双安CC

高端寄语

核心提示

今年以来，我县的平安建设
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
委的正确指导下，以“双安”为基
本目标，以“双治”为基本途径，
以“双基”为基本保障，坚持“急
则治标、缓则治本、长则建制”的
要求，扎实推进平安兰考建设，
把平安建设工作作为民心工程、
保障工程、基础工程三项工程来
抓，扎扎实实地为提升群众安全
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我们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十
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坚
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政
法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开展

“警灯闪烁保平安大巡防”活动，
抽调公检法司分区域设卡巡逻，
提高群众的见警率、见巡率；加
强源头治理，创新矛盾化解机
制，实现村、乡、县三级联动，组
成“五位一体”的矛调中心，从根
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加强人防技
防水平建设，组建专职巡逻队，
从2011年开始，全县投资2600万
元安装高清探头 900 多个，形成
网格化巡逻防控格局；以信息化
建设为抓手，推进基层网格化管
理。

下一步，我们将以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认真
贯彻落实平安建设工作，向人民
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平安
河南的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兰考县委常委、县委政
法委书记张国林

兰考，是著名的泡桐之乡，
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地处九曲
黄河最后一个大拐弯处，地势险
要，历代文风蔚然，英贤辈出。
上世纪 60 年代，党的好干部、县
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带领全
县人民战天斗地除“三害”，大力
种植泡桐，奋力改变贫困面貌，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给
后代纵横成林的兰考泡桐。如
今，兰考县人民“挥泪继承壮士
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发扬“艰
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
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敢叫日
月换新颜”，始终把平安家园建
设工作当作一项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
底线工程和民心工程来抓，为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安康
提供了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
公平稳定的法治环境。

画外音：
以前村里经常丢东西，现在有了包村民

警，很久都没听说过谁家丢东西了。村里的
人有什么事都找民警，我觉得这是一种信
任。父母年纪大了，我有时候在外工作想着
有民警也就放心多了。

——固阳镇东关村 周弯弯
现在我在县城工作，但是父母都还在老

家。有了包村民警，我教他们把民警电话存
到手机里，有啥急事先给民警打电话，感觉
很放心。

——城关乡何寨村二组 省静静

“同学们，你们也许会认为自己还小，懂不懂法都没关系，
但是我问问你们，你们来上学的路上靠右边行走了吗？遇到红
灯停下来了吗？遇到坏人该怎么办？这些都和法有关系，也和
你们的安全有关系。”

10月24日，在兰考县城关镇裕禄小学，一场生动的法制课
正在进行中。兰考县法院副院长庄著立作为本节课的讲授人，
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事例向同学们传授着法律知识和安全常
识。不仅如此，课堂上，庄著立还时不时与孩子们互动，让他们
选择事情的处理办法，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以此来加深孩
子们对法律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解读：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的安全显得尤

为重要。在平安兰考的建设中，校园成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兰考县法院紧密结合“平安校园”活动，选任经验丰富的少年法
庭法官担任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在每学期开学伊始开讲

“第一堂法制课”，得到人民、新华、新浪、腾讯四大门户网站官
微支持，受到省高院的通报表彰。

关注学校法制教育的同时，兰考县法院还把普法的触角延
伸到家庭，积极开展“维权进家庭”、“送法给留守儿童”活动。
该院先后在县一高、兰苑学校、城关镇裕禄小学、东坝头乡第三
初级中学等 10余个乡镇 27所中小学，给近 3万名中小学生及
500 多名教师、家长送上一堂堂生动的法制课，传递一份份法
院的责任与关怀。

当年，焦裕禄曾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全县当时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
个生产大队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如今，兰考县的基层干部和民警传承他“亲民爱民 无
私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百姓的平安，同样在扎根基层，走家串户，一点一滴地夯实平
安大树的根基，强根固土，真正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30年老民调员
巧断家务事儿

“这家务事啊，都是一口难言。俺大庆兄弟把
俺家的事儿处理得真不赖。原来俺儿子、闺女两
家因为房子的事儿都不说话了，现在关系好多
了。给俺大庆兄弟打百分！”在兰考县城关镇城北
社区，73岁的张合花老大娘拉着记者的手，对“大
庆兄弟”的工作赞不绝口。

因为张大娘名下的一栋房子，今年6月，她的
儿子和女儿闹僵了。民调员程大庆了解情况后，
就和村委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前去调解。“前后共去
了五六次才谈拢，两家都得跑，两家都得照顾到。”
程大庆回忆起这次调解时说，过程充满了艰辛。

送走了张大娘一家，63岁的程大庆给记者讲
起了他的“调解经”。1984年，他从生产组长调到
村里做民调治安工作，一干就是30年。“干调解工
作呀，没啥，就仨词儿：心平、气和、讲道理。”“每个
月有五六起吧，大多都是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这些
小事。可是，群众无小事，再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好
好处理都可能闹成大事。”程大庆说。

解读：
今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发扬“枫桥经

验”，兰考县加强了矛盾纠纷化解阵地建设，实现了
“三级联动”。在乡（镇）建立由综治办牵头，整合综
治办、信访办、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法庭组
成的“五位一体”矛盾调解中心；在行政村建立由民
调主任牵头，乡（镇）包村干部、村干部、包村政法干
警、威望高的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的

“五位一体”民调室。同时，履行德治教育、法律宣
传、接访处访、矛盾化解、平安建设五大职能，实现

“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做到“调解有意见、处理
有结果”。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县共排查各类矛盾
纠纷2300余起，调成2255起，调成率达98%。

画外音：
去年因为盖房子，我和邻居发生了口角，村干

部和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俺两家调解，心平
气和地给俺们讲道理，最后化解了俺两家的矛
盾。从那以后俺学会了互相礼让。远亲不如近
邻，和和睦睦的比啥都强！

——医院后街七胡同黄蓝波

镜头一 镜头二
驻村民警
雨夜救治弃婴

“孩子已经出院了，现在在福利院，我们
正在寻找有抚养条件的人。”兰考县城关派出
所所长郭磊向打听弃婴情况的群众回话。

9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淅淅沥沥的雨已
经连续下了好几天，郭磊在辖区内走访时接
到一名群众的电话，说在人民医院旁边的一
条小路上有个纸箱子，从里面传出孩子的哭
声。郭磊联系了同事后立即赶过去，发现纸
箱里躺着个大胖小子，身上只裹了一条床单，
浑身发紫。郭磊立马把自己的衬衣脱下来给
孩子裹上，抱着孩子上车，同时打电话给医院
让医生安排抢救。等孩子被送进抢救室，他
同另外几个同事连夜走访，希望能找到孩子
父母。可惜找了一夜，他们一无所获。所幸，
经过抢救，弃婴情况稳定了下来。10 月 13
日，孩子出院，并被送到了福利院。

“现在想想，真是多亏了平时给群众发的
联系卡，发现情况能第一时间跟咱民警联
系。孩子送去抢救的时间再晚一点恐怕真就
不好说了。”郭磊说。

解读：
发放便民联系卡是兰考县公安局推进

“一村一警”建设的一种做法，到村和社区走
访也成了民警的常态行为。为了深入推进城
乡社区警务建设，进一步提升动态化、信息化
条件下的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水平，最大限度
地盘活公安基层工作活力，兰考县公安局部
署安排445名警力深入全县451个行政村，倾
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疾苦，尽力为群众排忧
解难。同时，他们积极排查民间矛盾纠纷，努
力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每名驻村民警
以入户走访、发放宣传单、发放警民联系卡、
召开座谈会、举办法制讲座等形式，认认真真
搞好治安、切切实实为民服务，将平安建设工
作做到了每家每户。

“今后不再就同一问题到各级机关信访。”9月25日下午，
兰考县爪营乡某村的孙云（化名）在承诺书上签了字。这起历
时6年、反复状告公检法三家的信访积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从2009年开始，孙云就以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为由，多次
到各级政法部门和信访部门信访。对于此事，兰考县检察院一
直非常重视，多年来多次安排主管领导和办案人员与信访人谈
话，孙云也多次明确表示对检察机关的答复满意，不再信访，但
过后仍在以不同方式信访。今年7月，检察院在征求孙云同意
后，将该信访案件纳入“一单式”信访处理工作法流程，交由专
职信访代理员王轩办理。经过王轩3个月来不停在乡政府、村
委会、民政所之间奔波，此事终于在9月底圆满解决。

解读：
“一单式”信访处理工作法是今年7月份以来，兰考县检察

院转变涉检信访理念、接访模式而采取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和举
措。简单而言，其工作流程分为受理—办理—反馈—终结—归
档5个方面，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有效杜绝了无序访、越级访现象的发生。“以前群众上访是‘磨
破嘴’、‘跑断腿’，现在是信访代理员‘磨破嘴’、‘跑断腿’，上访
群众只需要填写一份《诉求代理单》，就可以回家等候处理结果
了。”该院控申科科长李卫红介绍说。

“推行‘一单式’信访处理工作法，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信访渠
道，形成主动解决信访群众合理诉求的良好氛围；有利于改进检
察机关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该院检察长张震说。

“两只手都骨折了，吃饭都得俺老伴喂。家里也没
钱打官司，实在没办法了才到这里来。没想到还真给
俺安排了律师，这真是救了俺的命啊！”在兰考县法律
援助中心，记者遇到了正在这里办理手续的李长忠，一
脸沧桑的他留着花白相间的胡子，头戴一顶棕色帽子，
双手张开着，手腕和手背处贴满了膏药。

63 岁的他是仪封乡东岗头村二组的村民，7 月 28
日下午，在从地里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宝马车撞伤，肇事
者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不愿再赔偿，还拒接电话。因
为家里经济状况很不好，李长忠对自己被撞而让子女
花费了大量的医疗费感到无助和内疚。家里人想向法
院起诉，但又没钱聘请律师，后来听说县里有个法律援
助中心，这才来这里试试。没想到工作人员听说他的
情况后，很快就安排了专门的律师接待他。看着终于
能讨回公道，李长忠总算舒了一口气。

解读：
自2006年成立以来，兰考县法律援助中心坚持以诚

信公正、优质服务为重点，以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
为核心，真心诚意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高效、无偿的法律
服务，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他们借助“12348”
法援热线，做到“有问必答、有纠必解、有诉必帮、有困必
助”的服务承诺，以热情、文明、优质、高效的工作态度，取
得了“应援尽援”的显著效果。

镜头一

6年信访积案一朝化解

画外音：
这“一单式”信访处理工作法真是为群众反映问题省了不

少事儿，我们比他们更了解情况和工作流程，让他们少跑趟，
办事儿效率高，我们也省了不少事儿。

——检察院民行科 刘艳超

镜头二

六旬老汉走投无路奔法援

画外音：
我们这些外地人，出个啥事儿都不知道咋办。这么大

的事儿能在这里得到这么大的帮助，还一分钱不收，真是
暖了俺的心！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杨素华

1963年春天，焦裕禄栽下了一株寄托着信念和希望的
泡桐，如今，这株泡桐早已成为象征着焦裕禄精神的“焦
桐”。经历50年风雨的洗礼，她已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枝
繁叶茂，绿荫如盖，庇护着一方安康。每年春天，焦桐花蕾
争先恐后，绽放出淡紫色的小喇叭花，飘着清香，沁人心
脾。那一朵朵迎风绽放的小花，就像一张张孩子的笑脸，在
惠风和雨下健康成长。

法官送法进校园
护航孩子成长

画外音：
这种讲座很有意思，不管是讲消防还是讲法律，例子都很

生动有趣，我们爱听这样的课！
——城关镇裕禄小学4年级学生 郑伟

学校定期举办这种活动，邀请专业人士讲解，对
同学们有很大帮助，连我们也都受益匪浅。

——兰考县一高教师 张某

镜头

记者
手记那一树焦桐花开

兰考县城关镇朱庄村口，
生长着一棵参天入地的焦桐，
枝繁叶茂，这是焦裕禄亲手种
下的。历经 50 年的风霜雨雪，
桐树，越长越高；根，越扎越深；

花，越开越艳……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

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也化身为
一棵从不停止生长的大树，鼓舞着一代又一
代兰考人，成为一个朴实的标杆，一种勤劳

的象征。
经过几天的采访，我们渐渐融入兰考。这座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用他们一贯的朴实勤劳，
滋养出了一棵已经结出累累硕果的平安大树。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以前心中也曾装着政治抱负，但现在觉得在

这里为百姓办实事，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很心安。”
法律援助中心的崔玲玲心心念念的，都是群众的难
处。

“我解决的都是邻里纠纷的家长里短，可在群
众眼里都是关乎平安的大事。”干了一辈子调解员
的程大庆坚持“群众无小事”的工作理念，春风化雨
滋润着百姓心田。

每年仲春时节，积蓄了一冬津液的桐树，枝枝
蔓蔓集聚着一串串褐绿的花蕾，吹拂着和煦的清
风，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我仿佛闻到了那一阵阵桐花的清香，沁人心
脾，令人心安。

焦裕禄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
助群众。”这就是“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兰考广大党员干部为了帮助群众、关心群众，积
极探索平安建设之路，坚持德法并重，双管齐下，想尽办法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最大程度提升群众满意度。

县委书记王新军到东坝头乡调研基层基础建设工作（资料图片）

调解员到群众家中进行调解

关爱留守儿童

校园消防应急演练校园消防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