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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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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 星期四 晴□□记者记者 孙梦飞孙梦飞 社区民警毛立争
一辆标有“社区民警毛立争”标牌的电

动自行车，一个小喇叭，伴随着他每天穿梭
于街巷楼院；他憨厚朴实、为人谦和、逢事
必问，社区没人管的事他都管，“群众的小
事就是我的大事”是他的口头禅；23年来，
他坚持写下了30本民情日记，记载着他替
群众跑腿办的3000余件小事。

他就是济源市公安局沁园分局社区民
警毛立争。

“民警，站起来是把伞，为群众遮风挡
雨；俯下身是头牛，为群众鞠躬尽瘁。”这是
毛立争的座右铭，在沁园社区，谁都知道

“有事找老毛”，毛立争为沁园小区安装了
路灯，结束了小区建成15年没有路灯的历
史；解决香园小区24户居民“用暖难”；圆了
御驾村杨胜利24年的“户口梦”；为因失恋
离家出走 11 年的新乡小伙儿刘瑞峰找到
家；义务帮助105名农民工兄弟解决了子女
上学难的问题……

毛立争至今仍然记得，2013 年的除夕
夜，他正在社区警务室清查可疑流动人口，
晚上10点多，家住沁园社区的李荣花老人

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一进警务室就“埋
怨”起毛立争：“你这憨孩儿，这大过年的，
你就是不干活儿，谁还会说你啥？别干了，
来，我给你下了碗饺子，趁热吃了。”那一
刻，吃着饺子，看着老人脸上的笑容，毛立
争更加体会到了老百姓对他的情谊、信任
和理解。

“李荣花老人现在已经搬走了，她脸上
慈祥的笑容我至今难忘。”毛立争说，“每当
想起那一幕，我就热泪盈眶。”

2014 年 11 月 6 日，毛立争累倒在工作
岗位上，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在他住院治
疗期间，沁园社区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医
院看望，毛立争说：“群众有事情最先想起
我，生病了大家没有忘记我，我觉得特别幸
福，群众把我当亲人，相比之下，我这点病
痛不值一提。”2015年5月，刚刚出院的毛立
争又向领导请缨，重新回到了他心爱的社
区警务室，带病为辖区群众服务。

毛立争心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赢得了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采访中，临近中午，沁园社区的王秀茹

带着几名老人来到了社区警务室，73岁的
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包：“俺们观察你好几天
了，见你每天步行在小区里来回跑着给群
众办事，脚别磨坏了，大娘们看在眼里疼在
心上，前几天我问你穿多大的鞋，就是想给
你纳双鞋垫。这一双鞋垫是俺们几个老婆
子一块儿，一针一线纳的，你可一定要收下
啊。”

原来，前些天王秀茹老人问他：“小毛，
你穿多大鞋？”毛立争回答：“我穿 42 码的
鞋。”听了毛立争的话，老人径直离去，毛立
争满是疑惑，不知老人的问题是何意义。

“原来是老人们心疼我，怕我把脚磨坏了。”
毛立争眼含热泪，郑重地从老人手中接过
这“贵重的礼物”。

毛立争拿出一张卡片说：“生病后，我的
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的新座右铭。”只
见卡片上写着：“生命有限，服务无限；我深
深爱着社区警务岗位！我深深爱着社区父
老乡亲！”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4 月 20
日，记者从省纪委获悉，我省各地
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对群众身
边腐败的查处力度，新乡洛阳等地
纪委近日通报了几起侵害群众利
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辉县市百泉镇王家庄村计生
专干程小芹虚报冒领征地补偿款
问题。2014年，程小芹在办理补偿
款领取手续时，将其家中实际被征
用的 0.251 亩土地虚报为 1.08 亩，
多 领 取 征 地 补 偿 款 4.13 万 元 。
2017年1月23日，辉县市纪委给予
程小芹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收缴违
纪所得。

封丘县应举镇国土资源所原
所长徐春文收受贿赂问题。2011
年至 2016 年，徐春文任应举镇国
土资源所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
利，多次收受违规建房户财物共计
1.65 万元。2016 年 12 月 29 日，封
丘县纪委给予徐春文开除党籍处
分，收缴违纪所得。2017年1月16
日，封丘县国土资源局给予徐春文
撤职处分。

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南高村
党支部原书记王清溪违反廉洁纪
律问题。2014年，王清溪用村集体
资金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其本人
住院期间陪同人员的住宿、交通、
餐饮费用，共计 1.87 万元；2010年
至 2015 年，用村集体资金支付应
当由个人负担的汽油费，共计 4.8
万元。2017年 2月 7日，平原镇纪
委给予王清溪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收缴违纪所得。

栾川县栾川乡后坪村党支部
书记沈更娃违规挪用扶贫资金问
题。2015年 3月，栾川乡后坪村以
香菇种植项目为名，为 100户贫困
户申请到户增收扶贫项目资金共
计40万元。沈更娃取出39万元用
于偿还村贷款，剩余 1万元分给贫
困户。2017年 3月，栾川县纪委给
予沈更娃党内警告处分。

栾川县庙子镇山湾村党支部
书记郭康全违规挪用、滞留扶贫资
金问题。2016年 3月，庙子镇山湾
村 49户贫困户申请到户增收扶贫
资 金 19.6 万 元 。 郭 康 全 取 出
181300 元，其中 109675 元用于该
村购买沙梨树苗、支付户户通堰坝
及修路工程欠款，剩余 71625元由
各组组长保管。2017年 3月，栾川
县纪委给予郭康全党内警告处分。

省纪委通报侵害群
众利益问题案例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李鹏飞）4
月 19日下午，省法院组织召开省法院院史馆
筹建工作推进会，对筹建工作整体有序推进
进行了安排部署。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田立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立文说，省法院院史馆是省法院党组研
究确定的“四个重要司法文化馆”建设工程之
一，是院党组从站位积极践行中央和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坚持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

总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以及
落实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提出的“创新方式，讲好
中国法治故事”要求等方面作出的重大决策。

他说，各单位、各部门务必把省法院院史
馆建设工作作为全省法院的一件大事、百年
大计来对待，要高度重视，积极参与，群策群
力，讲好河南法院故事，把省法院院史馆建设
成为我省乃至全国优秀司法文化精品工程。
要积极参与司法文物、文献资料征集工作。

各单位主要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要切实负起
责任，亲自协调、过问、督办文物、文献资料征
集事宜，要明确专人负责具体征集工作，确保
征集工作有人管、有人做。省法院要适时对
征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并按照有关规
定对征集工作开展成效良好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表彰。要立足河南法院实际，突出地方特
色和亮点，把省法院院史馆打造成具有深厚
河南特色的司法文化窗口。

省法院推进院史馆筹建工作，打造有河南特色的司法文化窗口

4 月 20 日，全国监狱系统工会推动
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
省召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
狱管理局分管工会工作的领导和工会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在省监狱
管理局政委苗正钊陪同下，到省第四监
狱参观，对该狱荣誉室、警体中心、狱史
馆、职工之家等建设予以高度评价。
记者王富晓 通讯员张慧琳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伍红梅）保障儿童权利
是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民心工
程”。昨日，省民政厅召开了贯彻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视频会议，为
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实施意见将困境儿童具体分为 5 大
类：孤儿、特困儿童、重病重残儿童、贫困
家庭儿童和其他困境儿童。要求各级民
政部门根据实施意见规定的对应保障措
施，分门别类做好细化落实工作。对父
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无其他监护人的儿
童、人民法院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
人的儿童，要制定民政部门及其服务机
构的承担形式、程序和规范；对依照法规
政策规定由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
构临时监护的儿童，要完善相关流程和
协议，确保程序规范、权责明确，切实保
障困境儿童权益。

根据实施意见，省公安厅将配合民
政等相关部门，全面开展农村留守儿童
摸底排查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治和校
园安全，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认真解
决困境儿童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公安派出所将开展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
益法治教育活动，对失去监护的儿童，督
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对批评教
育不改正的，严格依法进行处理。以“护
校安园”专项行动为抓手，积极会同教育
等部门，开展中小学校园内部安全防范
工作监督指导，避免校园欺凌、拥挤踩踏
等事件的发生。

4 月 18 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三门
峡市湖滨区高庙乡政府的院子里来了一
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三门峡市湖滨区
检察院的检察官。

从今年 4 月开始，该院要求每名驻
村干警每月不得少于两天时间驻村开
展工作，用心倾听“小诉求”、协调解决

“小案件”、妥善处理“小纠纷”、注重整
改“小隐患”、主动实施“小帮扶”，并将
工作开展情况记入驻村日志，发挥检察
职能，引导群众学法、用法、守法，做好
群众的知心人，为群众提供最直接、最
有效的检察服务。

记者马建刚 通讯员王斐摄影报道

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部门联手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营造健康成长环境

讲好河南法院故事
挪用扶贫资金
支付修路款被处分

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走访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