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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获嘉县照镜镇陈固村，晚霞把麦海染
成了金黄。获嘉县检察院驻该村扶贫第一书记
朱耀旭最喜欢夕阳西下时进村入户，感受这个村
庄的安静与热闹。

吃过晚饭，三三两两的人朝着村口文化广场
走去。运动健身、篮球、乒乓球……小村的夜生
活刚刚开始。

“朱书记，走，和俺们一起锻炼身体去吧！
俺们现在也像城里人一样，有跳广场舞的地方
了……”几位妇女边走边笑，热情地给朱耀旭打
着招呼。

2016 年 4 月，按照获嘉县检察院党组安
排，时任获嘉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的朱耀旭
带领三名扶贫干警来到该村。1063 人的村
庄，村里贫困人口 380 余人，村子经济落后、街
道上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堆放、村民几乎没有
业余生活。

“刚到这里时，我们觉得无从下手！”驻村队
员王泽昶说，“朱耀旭说一点一点来，耐下心，住
下来，咱和村干部一起想想法儿。一晃两年了，
这个村发生的变化，是我们来时根本无法想象
的！”

驻村扶贫工作队通过积极协调，改善了村
委会办公条件。村委会班子是基层组织建设
的基础，通过开展党建活动，凝聚村委会成员
带领全村群众脱贫的信心，召集村里的党员进
行学习，在脱贫这条路上，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以前农闲时，我们都是去打麻将消磨时

间。现在，我是村里保洁服务队成员，有事做，还
能挣钱，我可乐意了。”贫困户村民这样说。如何
帮助村里脱贫，如何培育贫困户内生动力，是每个
扶贫工作队队员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他们协助
村两委将村里街道两边进行了整理，修齐了街边
花池，组织该院党员义工志愿者服务队到该村进
行环境清理，协助村里成立了保洁服务队，使村容
村貌发生了极大改变。

“如何把国家的政策宣传到位，使老百姓能
够真正了解国家政策，使贫困户能享受的政策尽
量完全享受到，是我们工作队的责任！”朱耀旭说。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范围内，如何给贫困村造
血是工作队一直思考的问题。

驻村工作队协助村里申请的光伏发电项
目已经建成，并开始并网发电，每年村集体收
入 2 万余元，2018年第一季度已经产生利润近
3000元，可以用于村集体公益岗位和贫困户生
活补助。修建了村内的排污水管网、为村里安
装了 100 多盏太阳能路灯，天黑了，村里亮了，
娃娃们晚上也能在村里撒欢儿了！全村村民
的心也亮了。

获嘉县检察院党组对驻村扶贫工作的开展
情况非常重视，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遂林多次
带领党组成员到陈固村和村干部、贫困户进行座
谈、慰问。贫困户村民贺永明，从小患小儿麻痹
症，他拉着高遂林的手说：“政府对我家真是太好
了，我没能力干体力活，现在还有吃有喝，看病还
能报销，共产党好呀！”高遂林鼓励贺永明对待生
活要乐观积极，在脱贫这条路上，党和政府不会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

高遂林对驻村队员提出要求：“要严格遵守

工作纪律，克服困难，搞好扶贫工作，所在村能够
早日脱贫就说明你们的工作有成绩，要不然就
是你们的工作不到位！”

两年来，县检察院大力支持驻村工作，
都会为陈固村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户提供
体检服务，还开展了“圆梦微心愿”爱心资
助活动，组织女干警关爱留守儿童，成立
普法小分队送法进村，逢年过节为该村
贫困户送上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每看到一户群众脱贫，看到他们实
实在在地有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的内心
是满满的成就感！”这是每个扶贫工作队
员最真切的感受。

陈固村没有特色经济、没有村办
企业，完全依靠农田耕作作为经济来
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扶贫工作
队员的努力下，该村通过就业安置、
技术扶持等方式脱贫，贫困户从原
来的100多户到目前的未脱贫16
户，而这 16户均为低保户、五保
户，家里长期有病人、残疾人等，
劳动能力较弱。目前如何使这
些家庭脱贫是驻村工作队的最
大难题。

夜深了，文化广场上的人
们都回家了，小村又安静下
来。月光斜照，他们依然无法
入睡。如何深入开展扶贫工
作，如何让陈固村彻底告别
贫困，他们还在小声讨论
者，谋划着。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夏兴宇杨桂云）为进一步提
高司法警察业务素质，提高押解、
看管、传唤以及处置突发事件的
实战能力，近日，原阳县检察院按
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训练大
纲》和《司法警察训练教程》的要
求，邀请武警原阳县中队教官为
该院法警开展了警务技能培训。
这次培训以“严作风、树形象、强
素能、促履职”为目标，采取四项
举措，确保训练实效

突出重点学。该院将学习
重点定为司法警察规范执勤、处
突维稳，设置了队列、警用装备
器材使用、控制带离方法、防暴
队形运用等训练内容。

讲究方法教。该院在立足
自身培训的基础上，坚持走出去
学、请进来教，组织法警大队前
往武警原阳县中队参观学习，邀
请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教官和
新乡市检察院警务教学骨干进
行专业授课。

区分层次练。该院在培训
中根据法警和辅警、老同志和新
同志，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目
标，因人施教、科学施训，提升训
练的针对性。

贴近实战训。该院着眼未来
履职需要，以可能出现的特殊情
况，设置若干个课题，研究应对
措施，逐项进行演练，提升司法
警察快速应对、防范处置能力。

严举措
提升司法警察

履职能力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夏兴宇张薇）为了将“两学一
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原阳县检察院紧密结合检察职能，
在工作中检验活动开展的成果。

近日，检察官与社工一起走
访社区，多层面了解涉案未成年
人的心理动向、家庭环境和社区
资源等内容，有效帮助未成年人
重新树立自我形象、完善自我，
顺利回归社会。

该院积极服务辖区经济发
展，在工程项目启动第一时间开
展重大工程项目“廉政共建”。
该院通过精心制订活动实施方
案，参加联席会议，组织警示教
育活动等，监督建设方、施工方
严格遵守各项廉政制度的规定，
将全民预防的理念传递到整个
工程项目中；制作宣传展板送到
工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
法律知识；讲解鲜活的案例，提
供法律咨询，解答疑难问题；积
极开展行贿档案查询工作，协助
工程建设单位，对参加投标的单
位进行资质审查。

今年以来，该院加强与县司法
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领导小组办
公室等部门沟通协调，并制定对接
办法，同时，定期召集院信访工作
领导小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对排查出
的问题进行评估分析并制定相应
的预防和处置措施，提高检调对接
的效率和调解结果的公信力。

出实招
将“两学一做”

落到实处

——获嘉县检察院驻村扶贫工作侧记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徐霞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娄苑）
近日，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参加
平安创建启动仪式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誓师
大会，并结合检察职能，就如何全力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表态发言。该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张保国作表态发言。

张保国表示，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
任担当。该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与相关
部门一道，在全区范围迅速形成压倒性态势，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二要
加强办案协作，强化综合治理。该院严格按
照“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及
时发现管理漏洞，做好检察环节的综合治
理。三要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该
院紧紧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要求，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对立案、侦
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强化证据意
识、程序意识，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
工作中，该院加强与法院、公安局的沟通与协
调，共同构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
力。

张保国说，凤泉区检察院将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平安凤泉建设中积极
作为，勇于担当，敢于碰硬，全力打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攻坚战。

积极作为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

▶6 月 6 日上午，
新乡市检察院与河南
师范大学法学院在河
南师范大学举行合作
共建签约暨“卓越法律
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

“证据科学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新乡市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许晓伟同河南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赵国祥共
同揭牌。

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张晨蕾摄影报道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孙广超）近日，封丘县检察院
召开全体干警大会，开展廉政教
育，敲响警钟，筑牢防线。会上，全
体干警观看了新乡市纪委宣讲团
的廉政教育片，该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鲍永建传达了县委、县政
府关于廉政自律有关注意事项的
工作精神。该院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陈玉春宣读《致全县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的一封信》，提醒全体干
警，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引以
为戒，切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保持廉洁自律的风气。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高峰
强调，全院干警要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廉洁意
识，加强作风建设，严防违规违纪
现象的发生。他要求，全体党员干
警要提高思想认识，保持警钟长
鸣，心有敬畏，严守规矩，带头落实
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贯彻执行
检察禁令要求，严格落实关于公务
用车、公务接待、婚丧喜庆事宜等
社会关注的敏感问题出台的禁令
要求，不越红线、不触底线。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法
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苏守哲带
领 10 余名执行干警到中新明德中
学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苏守哲详细讲解了讲
诚信、重诺言的重要性和失信毁约
可能面临的惩戒措施，同时给该校
师生赠送了学法用法的相关书籍，
鼓励学生们将学习到的法律知识讲
给家长听，带动学生家长一起学法
守法、讲诚信，从而扩大此次活动的
宣传范围。 （陈维萍常丹阳）

警钟常敲响
保廉强队伍

法官进校园
送书送法律

◀近日，原阳县检察
院组织该院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和党员义工服务队深
入对口扶贫村福宁集镇蔺
寨村，对村道两旁的环境
卫生开展进一步清理整
治，以实际行动帮扶该村
建设。
夏兴宇刘乾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