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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龙喜）8月18日上午，
扶沟县公安局包屯派出所大门外忽然传来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只见一名中年妇女手拿
绣着“爱心民警为民分忧”的锦旗站在派出
所院内。“我没上过几天学，不会说话，可户
籍民警刘虎帮了俺这么大的忙，说啥也得送
锦旗表示感谢啊！”看到所长高成功从屋里
出来，中年妇女上前握住他的手说。

原来，这名妇女叫杜娇（化名），是包屯
镇孙岳村村民，有智力障碍，丈夫常年在外
务工，三个孩子已到了上户口的年龄，户口
却还没有申报，给上学、就医、享受低保等带
来诸多不便，以前她们夫妻二人是为了躲避
计划生育处罚不愿申报户口，可眼看孩子一

天天长大，二人又为孩子的户口犯起了愁，
托别人问过办户口的手续，需要结婚证、出
生证等手续，可她一样也提供不出来，加上
杜娇有智力障碍，无亲人关照，申报户口的
事情一拖再拖，终究给耽搁了。

在户口清理清查活动中，户籍民警刘虎
到孙岳村排查漏报户口人员名单，从村支书
那里了解到杜娇3个孩子一直未入户的情况
后，决定尽快帮助她们家解决三个孩子没有
户口的问题。可入户的基本材料结婚证，出
生证一个也没有，刘虎第一时间向所长汇
报，向县局打报告，申请为其特事特办，得到
上级答复最起码要有亲子鉴定报告才可以
入户，可这笔不菲的鉴定费让贫困的杜娇一

家难以承受得了，刘虎立即帮助联系亲子鉴
定机构，介绍了杜娇一家的实际困难，求爷
爷告奶奶地总算帮她申请减免了大部分的
费用。鉴定报告一出来，刘虎立即为她的三
个孩子入了户，这下孩子的学籍问题、医保
问题、低保问题迎刃而解。这个结果对杜娇
一家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开始，又怎能不令她
情绪激动、满眼含泪哪！

送走了群众，看着那红艳艳的锦旗，高
成功对刘虎说：“你能主动为群众解决难题，
并获得群众的真心称赞，这说明户籍大清查
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项重点工作，群众
的锦旗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激励
和鞭策，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抓实。”

民警春风化雨暖人心
扶沟县公安局

本报讯（通讯员 何强）近期，西
华县公安局东夏派出所结合开展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
强公安队伍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
面从严治党、从严治警，严格民警队
伍管理。

东夏派出所首先从“学什么、如
何学、怎样学”入手，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为基础，安排学习时间，布置学
习内容，明确学习教育的目标和具
体要求。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强化
措施，对照党章党规，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
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确保学习教育
活动取得实效。

该所充分利用每周二“党员学
习日”和周五的“党性锤炼日”，各部
门因地制宜，组织部门党员、民警开
展学习活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并结合本部门党员干部工作实
际，学习讨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取长补短，努力提高党
员的思想觉悟。记录学习笔记、撰
写心得体会，强化政治意识，完成规
定的学习内容。所长凌辉进行检查
督促，确保学习活动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该所把“两学一做”活动同公安
工作、公安改革、民警思想、队伍管
理、规范执法等紧密结合，以学习促
进工作，以工作推动学习，认真查摆
党员、民警在思想和政治上存在的
问题，努力提高党员的党性意识、从
警意识和宗旨意识，严格规范执法，
提高执法办案、服务群众的能力和
水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
治安管理，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本报讯（特约记者 郭利军）
“阿志，图上的电动车，八成新，500
元值不值？”8 月 20 日零时，商水县
公安局邓城派出所指导员曾志接
到好友阿非的微信，正不思其解
时，微信中又飘来了阿非所在位
置——“阿非修车部”。

“快往阿非修车部开，有个偷电
动车的小偷在那里。”正在巡逻的曾
志恍然大悟，忙让副所长赵鹏飞把
警车停靠路边，借用路边群众的一
辆摩托车向“阿非修车部”集结。

看到俩警察，卖车小青年想逃
逃不掉。灯光下，神情慌张，所骑
的电动车车锁系被破坏，启动开关
重新连接。随后，民警将其带到派
出所，经讯问，该青年自称李某今
年29岁本镇拐地村人，后经民警查
证，李某于 6 月 22 日因盗窃罪刑满
释放，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为当晚在
邓城镇一网吧门口盗窃所得，失主
为该镇黄宅庄村五组一许姓村
民。当晚，李某还供述了出狱后盗
窃摩托车、三轮电动车、二轮电动
车的犯罪事实。次日，李某涉嫌盗
窃被警方刑拘。

另据了解，该镇党委政府结合
秋季治安形势和辖区特点，采取了
派出所民警和镇党员干部利用下
村工作之时，宣传各类治安防范信
息，传授相关防范技巧，并对街上
过往的群众发放安全知识手册，
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意识。
夜晚，由村组干部巡逻、镇党员干
部分片督导、派出所民警路面巡
逻，为辖区群众创建安全稳定的
治安环境，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张义 张然）如何让法律植
入村民头脑，让村民做到平时认真学法，遇到
难题用法？近日，淮阳县司法局创新普法宣传
新载体，利用新开设“四大课堂”进行普法宣传
受到群众青睐。

前不久，该局下乡了解到这一情况，村民
邵老汉是位老信访户，因长期信访弄得家人不
安静，从而导致家庭不和睦。父子见面不说
话，公媳见面似仇人，爷孙见面不理会。该局
经过做思想工作最终使邵老汉回心转意不再
信访，最终使邵老汉重新融入和谐家庭之中。

然而，这一案例却引起该局局长范伟的深
思，他认为许多村民之所以上访主要是因平时
不学法、不懂法、不尊法、不敬法，作为司法局
必须把普法作为送给广大村民的实实在在的

“礼物”。于是，该局决定利用四种新形式开展
普法宣传活动。即：开设“流动课堂”、“专题课
堂”、“网络课堂”、“实践课堂”。

开设“流动课堂”。该局建立流动党员志愿
者辅导队，定期或不定期步入田间地头就村民
日常需要的法律常识、打官司需求的法律知识、
维权必须的法律内容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开设“专题课堂”。该局通过班子成员带
头下乡讲法律课、请著名律师或专家搞辅导等
方式，在农村党员集中学习日或村民“村务日”
时间，为村民给予法律法规知识的专题讲座。

开设“网络课堂”。该局依托农村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以政策宣传、农业科技、
法律需求为重点，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党员采取

“集中培训网上学、分组培训课件学、专题培训
针对学”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知识的
学习教育。

开设“实践课堂”。该局主动邀请开设由
法官、检察官及律师参与的模拟法庭，通过与
村民面对面、心贴心地讲法普法释法，切实让
村民感受到法律是无情的，谁触犯法律都要受
到法律严厉制裁。

目前，该局已下乡普法宣传教育 60 余次，
为村民讲法律专题课 10 次，网络讲座 8 次，模
拟法庭 4 次，受益村达 3000 余名。村民李洪
说：“过去不懂法不学法，现在通过司法局面对
面地讲、手把手地教，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
这些对自己来说既是维权的有力武器，又是保
护自己‘护身符’。”

本报讯（通讯员 何强）“一村
一警”工作部署开展以来，西华县
公安局东夏派出所名专职社区民
警走进乡村，走进集市，走进企业，
虚心听取各界社会群众对辖区社
会治安问题的看法和对公安工作
的意见建议，同时，针对群众提出
的意见建议，积极向所领导汇报反
映，果断采取措施，集全所之力来
促进问题的解决，切实做到了民有
所呼，警有所应，不让邻里纠纷“悬
而不决”，更不让治安问题“束之高
阁”，“一村一警”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一村一警”工作刚开展时，东
夏镇派出所召开全体会议，集思广
益讨论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以及
工作的重心在哪里。大家积极发
言，意见不是很统一。最后所长凌
辉说：“我们与其在这里讨论还不
如深入到村里，找群众代表开座谈
会。听一下老百姓迫切要解决那
些问题，听一听老老百姓对我们派
出所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
议。这样我们既能找到以后工作
重心所在，又能拉近警民关系，一
举两得。”大家听后都觉得有道理，
群众最有发言权。于是包村民警
纷纷到达自己的辖区，找村委会帮
忙联系群众代表展开座谈。座谈
会上群众代表纷纷发言，在谈到一
些比较迫切问题和派出所工作上
不足的时候不时有“尖锐”的话说
出。民警们虚心的听取的群众们
的发言，及时的做好详细的记录。
回到派出所后，大家把听取到的意
见和建议做了总结并及时回馈给
所长。

在开展“一村一警”活动过程
中，百姓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
治安问题。有段时间靠近镇中心
的几个村子老是有人丢东西，还有
打架的斗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老百姓对这类事情关注度比较高，
要求解决这种现象的愿望也比较
迫切。所里经研究决定对案件告
发区的群众进行调研，调研内容包
括，当地百姓文化程度，对基本法
律知识的了解情况，对盗窃，纠纷
等案件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能
使这类案件的势头下降等等。调
研反馈后大家对调研做了次详细
的统计，发现案件高发区老百姓，
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对法律知识
的了解比较低。老百姓都希望能
加强对案件高发村加强巡逻，经过
一段时间的努力后，那些案件高发
区的村子犯案率明显下降，老百姓
对所里民警赞不绝口。

本报讯（通讯员 张继红/文图）为进一步强
化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的的法律素
质，8 月 19 日，项城市司法局开展了法律宣传
进社区活动（如图）。

活动中，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普法围裙、悬
挂宣传条幅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物业管理
法》、《诉讼指南》、《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社区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律师和法律
服务工作者为来往社区居民热情、耐心地解答
法律咨询，对困难群众实行法律援助。活动现
场，前来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他们所提的都
是与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工作人员针对
群众急需了解的法律问题, 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以案释法，耐心细致地解答他们关心的社

会治安、社会保障等法律问题，引导群众依法
办事、用法了事、靠法维权，同时列举了近期发
生的典型案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学法，用法
律保护自己，减少不必要的伤害。本次活动共
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2000 多份，普法围裙 1000
余条。

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的
法律意识，不但帮助广大群众学习法律法规，
引导他们自觉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
形成自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
氛围。也使居民不出社区就能咨询到自己关
心的法律问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同时还增强了居民的法律意识，促进了社区的
稳定，为打造和谐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夏派出所
“一村一警”惠百姓

“小偷”偷车
卖给片警的“微友”

东夏派出所
加强民警队伍建设

淮阳县司法局

创新载体 搞好普法宣传模式

项城市司法局

法律宣传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