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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委政法委

实地督导防溺水安全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张豪然）7 月 11 日下
午，舞钢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任国
军，副县级干部张宏伟带领该市综治、教
育、水利、公安、民政等单位负责人，督查该
市防溺水教育、水域安全管理工作情况。
任国军一行先后来到庙街乡红卫水
库、刘沟水库、尚店镇油坊山水库、杨庄乡
水磨湾水库，实地查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
传、水域安全警示标牌设立、水库安全巡查

等情况，听取有关单位对所属水域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等情况汇报。
就做好此项工作，任国军提出四项要
求：一是做好防溺水宣传工作。学校要组
织教师以家访、手机微信、电话联系等多种
形 式 开 展 宣 传 教 育 ；二 是 落 实 责 任 是 关
键。要全面落实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责任，
敦促学生监护人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确
保不发生学生溺水事故；三是安全防护是

保障。在校园周边和村庄沿线的水库、河
道、沟渠等易发生溺水的地方设置醒目、
温馨的警示标志，并对重点危险水域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巡查力度；四是建好
台账，做好监管的记录。各有关部门在具
体监管过程中建立健全防溺水工作相关
台账资料，做好水库及重点水域的监管巡
查记录，为舞钢市青少年构建一道安全牢
固的防护网。

本报讯（通讯员 和琦）今年 4 月份以
来，平顶山市新华区司法局采取有效措
施，大力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
作，截至 6 月底，该区 63 个村（社区）已全
部配备聘请了法律顾问。
健全组织，加强领导。该局专门成立
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对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作出部署，实行主要领导
亲自过问、分管领导靠上推进、主管部门
具体操作，形成了工作的层级推进。
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按照“双向选
择、协商一致、合理配置与适当调配相结
合”的原则，由村（社区）委会和律师事务
所签订协议，选派了 63 名律师担任村（社
区）的免费法律顾问，实现城乡法律公共
服务均等化。
公示信息，明确职责。为方便群众联
系，通过制作一个公示牌、公布一个联系
电话、法律顾问每个月为所分包的村（社
区）举行一次法律咨询、对重点矛盾开展
一次纠纷调解等“四个一”的形式，引导干
部群众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
完善机制、强化督查。该局为每位法
律顾问印发工作日志，实行不定期的督
促，认真听取所在村（社区）干部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确保法律顾问工作的规范性和
延续性。
截至目前，平顶山市新华区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已向村（社区）提供服务
76 次，提出法律建议 21 条，指导完善村规
民约 11 件，开展法律咨询 209 人次，调解
纠纷案件 28 件，协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4 件，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为增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提升居民知法、懂法、用法的能力，7
月 12 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司法局联
合区交通局、东工人镇街道办事处，
在居民小区开展了“法律进基层”宣
传活动。活动着重宣传了《法律援助
条例》
《道路交通安全法》
《婚姻法》
等，对如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遗产继承、
如何申请法律援助等居民
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 此次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
法治宣传环保购物袋 100 余
个、
接受群众咨询 50 多人次。
通讯员 刘世礼 摄影报道

甘当绿叶衬红花
——记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政工科全体干警
□通讯员 高春亚/文 宋淑娜/图

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政工科干警合影
在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里有这样一
群人。
他们没有东奔西走初查线索；没有南来
北往抓捕嫌疑人；没有在犯罪现场引导侦
查；没有在法庭席上唇枪舌剑激烈辩论；他
们来得早，走得晚，每天面对的是一摞摞材
料、一份份文件、一篇篇稿件；
他们时常在办
公室度过紧张的假日，加了多少班已无法记
清；
常常在黑夜的陪伴下苦苦思索，
在忘我工
作中迎来又一个黎明；
他们也怀揣着成为一名
优秀检察官的梦想，
却甘愿把梦想埋在心底；
他们在外界并不熟悉的政工部门挥洒青春，
默
默奉献；
他们是鲜艳花朵下的平凡，
是幕后英

平顶山市新华区
63 个村都有了法律顾问

雄默默无名，
他们就是甘当绿叶的政工干警。
没有从事过政工工作的人，也许会觉
得政工工作清闲而单纯，认为是“务虚”的
部门，可有可无。可是，谁能知道，在每份
稿件、材料、表格的背后，凝聚了政工干警
多少心血和汗水，在上报的一串串数字中，
是政工干警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核对。
他们总是在勾去工作日志上一项项任务，
画上文章最后一个句号，听到领导那一句
朴实的“可以”
时，
那颗心才稍事平静。
在基层检察院，
政工科室任务繁重、
人少
事多，
除了担负队伍建设、
人事管理、
教育培训、
检察宣传、
晋级晋升、
老干部工作、
专项活动、
绩

效考核等等工作外，
还要撰写各种汇报材料，
统
计各类信息数据，
应对网络舆情，
筹划活动方
案，
迎接各项考核，
报送文件材料·
·
·
·
·
·说心里
话，
初到政工，
许多人也委屈过、
抱怨过、
动摇
过，
有时甚至厌倦这份工作。因为无休止的文
字材料，
总是要绞尽脑汁；
应接不暇的任务，
总
是要熬夜加班；
远离了业务，
荒芜了专业，虽尽
心尽责，
但不经意间还会“得罪”
人。
然而随着领导的潜移默化和了解的不断
深入，
大家彻底改变了看法。知道了政治工作
是检察工作的基础保障，
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根
本保证。政工部门承担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执行党组决定和建设检察队伍的
重任。对内要做好
“参谋、
助手、
落实、
服务、
督
导”
等工作，
对外要担负
“报告、
接洽、
协调、
联
络、
宣传”
等职责，
使命光荣而神圣。
如果说一棵参天大树茁壮成长，离不开
深埋在泥土下的根须，那么无数政工干警便
是这颗检察大树的无数根须。
他们喜欢这种在幕后默默耕耘，用心呵
护检察大树健康成长的生活。正如一首诗
中所说：
“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做出了选择，便义
无反顾，
无怨无悔。
有人说他们是“检察民工”，没日没夜辛
苦奉献，却无名无利不显功绩。但他们热爱
这个岗位，热爱这个团队，苦并幸福着，累却
快乐着，即便是“检察民工”也一样能在平凡
的岗位上展现诗意的情怀，即便每日在文字
与表格间穿梭劳作，也一样能为检察事业绘
制美丽的画卷。既然注定是一场付出汗水
的旅行，
“甘当绿叶衬红花”便是他们宁静致
远，
淡泊明志的胸怀。

被执行人
送锦旗致谢法官
本报讯（通讯员 付康生 张雯）
“娄法
官，真是太感谢您了，感谢您为我们的案
子所做的努力……”7 月 13 日上午，平顶
山市新华区法院执行干警娄培基收到了
被执行人赵某送来的一面写着“秉公执
法，热心为民”字样的锦旗。在法院执行
案件中，申请人给法院送锦旗的情况比
比皆是，但被执行人给法院送锦旗的还
真是少见。
滍阳镇农民刘某经营电动自行车生
意，因生产经营需要，他向电动车配件批
发商赵某赊销电动车零部件，后因未按
时 支 付 货 款 ，赵 某 将 其 告 上 新 华 区 法
院。该院判决刘某限期将货款偿还给原
告，共计 7 万元。刘某非但没有履行义
务，而且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躲避执
行。7 月 6 日凌晨，外出逃避执行的刘某
刚回到家中，便被该院执行干警堵住。
为了圆满解决该案，执行局干警娄培基
又冒雨赶赴刘某亲属家中，为其家人明
法释理。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劝说，刘
某家人被执行干警的行为所感动：
“我们
没想到，法院工作如此有人情味儿，你们
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帮他把钱
换上。”执行人刘某的父亲说道。两个小
时后，刘某的妻子带着 7 万元执行款来
到了执行局，此案得以执结。
申请执行人拿了执行款正要离开执
行局，却被娄培基干警把双方留下，细心
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娄培基称：
“很多
案件是由于双方沟通不到位才而引发
的。不能为了执行而执行，执行的方式
有很多，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
如果在执毕的前提下，即满足了申请人
的利益，又保证了被执行人的配合和理
解，才是真正的办了一件实事。”经过深
入细致的沟通，双方不仅结清了债务，而
且还握手言和，重修旧好。于是出现在
文章开头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