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伍老兵勇救落水村民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郭茂让

近日，明光市柳巷镇桃溪村退役老
兵、共产党员阚乃武勇救落水村民的事
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11 月 8 日，53 岁的村民阚续根像往
常一样， 开着载客电瓶车准备带母亲到
镇上办事。倒车时失误，车子顺着坡掉进
了池塘。由于池塘坡陡水深，刹那间电瓶
车被水吞没，只露出车顶。 在水中，电瓶
车门窗紧闭，阚续根无法动弹。

阚续根的母亲见此情景 ， 惊慌失

措，一边高喊救人，一边拿着竹竿想靠近
儿子，试了几次都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
路过此地的村民阚乃武闻讯赶来， 他一
边报警，一边脱掉衣服和鞋子，飞快地向
落水地点冲去。阚乃武跳进池塘，很快靠
近了电瓶车， 他用尽浑身力气终于将后
车门打开。 随后，一手托着阚续根，一手
划着水向岸边靠近。

接到报警后， 柳巷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将困在水
中近半个小时的阚续根拉上了岸。

看到儿子得救， 阚续根的母亲眼含
热泪， 激动地说：“感谢大家、 感谢阚乃

武，要不然我儿子就没命了！ ”
阚乃武今年 60岁， 前年还做过心脏

支架手术。 由于天气寒冷，他上岸后浑身
发抖，脸色苍白。 乡亲们纷纷向他竖起大
拇指，称赞他不愧为一名老战士、老党员。
可阚乃武却笑着说：“我当时只想着救人，
我是共产党员，救人于危难之中，这是我
的职责所在，也是我的良心所在。 ”

据桃溪村党总支书记阚东介绍，阚乃
武退伍不褪色，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发展产业、勤劳致富，带着群众一起致富
奔小康。村里要大力宣传他舍己救人的事
迹，弘扬正能量，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萧县实现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张祖

北）今年以来，萧县整合全县法律服务人
力资源，从 5 家律师事务所和 12 家基层
法律服务所中选取 270 多名专职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分别与 274 个村
（社区）签订了法律顾问协议，担任各村
（社区）法律顾问，实现了法律顾问在全
县农村(社区)全覆盖。

目前，萧县 23 个乡镇的 274 个行政
村（社区）在村(社区)的公示栏里公布了
分配到所在村（社区）法律顾问的姓名、
联系方式、执业机构等信息。

为加快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全覆盖，该县探索推行“一个顾问+一个微
信群+一个自助系统”的服务模式，建立县
镇村各级微信群，形成完整的法律服务自
助系统，采取线下律师定期值守、线上律
师提供服务的形式，为村(居)群众提供优
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此举解决了贫困
地区法律服务资源紧缺问题，让居民不出
村（社区）就能享受优质法律服务，及时化
解基层矛盾，进一步培养和增强广大基层
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增强法治观念，逐
步让基层群众形成办事依法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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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热血为群众
———追记濉溪县公安局临涣派出所三级警长程升华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这是程升华在世时最后一次值班。
值班中他协助处警 6 起，本警组处理 13
起警情。处置警情间隙，他入户走访了部
分群众。 2021 年 10 月 2 日 13 时 50 分
左右，伏案忙碌的他突感心脏不适，被送
医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 52 岁。

程升华生前任濉溪县公安局临涣派
出所三级警长、二级警督警衔。 从警 28
年来，他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1993 年 9 月，濉溪县公安局成立巡
警大队， 刚进公安队伍的程升华成为第

一批巡警队员。 2006 年，他正式成为人
民警察进入临涣派出所工作。 他的床头
摆放着学习各项新技能的书籍。 社区民
警群里， 他上传的走访入户记录图文清
晰，内容详实。

信息化时代， 程升华靠坚持不懈的
意志练就了独特的“一指禅”。 打开他的
电脑， 桌面上密密麻麻罗列着文件夹，
“海孜社区重点单位”“程升华帮扶的贫
困户”“户口调查报告” ……这些详实的
资料，有效推进了社区警务工作。

“每每看到他深夜还坐在电脑前敲
击键盘，大家都为他心疼。可是他硬是凭
着一股认真劲儿， 把自己的工作范式做

成了全所的模板。 ”他的同事如是说。
作为所里资历最老的社区民警和调

解高手， 程升华有个外号———“铁调”。
“面对群众，他非常有耐心，善于沟通，化
解矛盾经验丰富。 ”临涣镇茶馆调解中心
主任王士宏说。

2020 年 6 月， 程升华开展信息采集
工作时， 了解到辖区内杨氏兄弟因财产
继承问题存在矛盾。他及时对此记录，并
将当事人双方约到派出所调解。 他一方
面从人情伦理角度进行思想开导， 引导
兄弟俩珍视亲情， 一方面从法律角度向
双方解读相关规定。最终，兄弟二人言归
于好。

临涣镇徐楼村一男子陈某与邻村女
孩恋爱未成，因礼金产生纠纷。 陈某携带
刀具到女孩家中滋事，在屋外纵火，并扬
言要杀了女孩。程升华接警后及时对陈某
处以治安拘留，在陈某拘留期满时，他主
动到双方村里，和村干部一起，对陈某进
行普法教育和心理疏导，协调处理了双方
的礼金纠纷，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

“不管什么时候见他，他都笑眯眯地
跟我打招呼，问我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他
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不管他什么时候给
我打电话，我肯定都是第一时间接的。 ”
得知程升华牺牲的消息， 辖区里曾因违
法被处理过的黄某某声音哽咽了。

细节体现城市治理水平
韩小乔

最近， 两则关于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的新闻引发关

注。 一是北京雍和宫桥下的
三条斑马线新装了发光装

置， 每天 19时自动点亮；二
是杭州为规避大货车右转时与直行电动

车发生碰撞事故，把部分道路右转车道放
在最左侧，采用这样的设计后，当地交通
安全事故数特别是死亡人数明显下降。

小细节见大变化。正是由于当地交管
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视，才有了如此
科学精准、具有人性化的道路交通设计。

当今，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日趋完
善，道路硬件设施有了大幅提升，但在不
少城市人们出行往往被卡在细节上，例
如本是十字路的路口被人为阻断成为断

头路， 有的断头路没有前置设置提示标
牌， 有的路口红绿灯交替的时间间隔太
短，有的盲道形同虚设，即使有也是在不
远处“戛然而止”，有的道路没有明显的
人行道、机动道、非机动车道标识，导致
人车混行……这些看起来的小事， 却熟
视无睹、无人问津，不仅给人们通行带来
不便，还形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把短板补齐、把细节管好，体现的是

责任担当， 检验的是城市
治理水平。 每一处细枝末
节调整的背后， 都不乏主
动发现问题的眼睛。 如果
不实地考察、分析研判，不

可能知道出行的便与不便。 如果没有上
级要求、没有群众投诉就不管不问，问题
就会像雪球一样越堆越多、越滚越大；如
果缺乏对城市交通的通盘规划、 系统推
进，大大小小的“并发症”就会随之而来。

城市治理需要“斤斤计较”。 只有带着
问题寻找解决的钥匙，根据实际情况不断
调整政策措施，才能提升城市品质、满足
公众需求。 让斑马线亮起来，清疏年久失
修的管道， 将公交站牌换成更为便民的
“电子指路”牌……如此种种，每一个小问
题掰开来，又有许多细节需要打磨，处理
得好与不好，直接关乎群众切身利益。

坚持因地制宜、分门别类、精细化治
理，不仅是顺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更是人
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 为群众办
实事，要办到点子上、办到心坎上。 只有
在细节上下功夫，像绣花一样做好“微治
理”，“内外兼修”成就城市之美，才能让
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池州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江华 见习记者

阮孟玥）近期，池州市开通校外培训机构
学员预缴费管理服务系统， 向学员提供
缴费、师资和课程查询等服务，对学员预
缴费情况实时监管， 保障学员和校外培
训机构双方合法权益。

池州市建立配套预缴费管理系统，
该系统由教育、银行、校外培训机构三方
组建，实现了培训机构登记、年检、预缴
费资金全量监管。同时，该市还制定了校
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合同文本， 出台了

预缴费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校外培训机
构向学员预先收取的费用不得超过 3 个
月。截至目前，已有 101 家与承接银行签
订服务协议。

该市将入驻平台、接受监管列为“营
改非”前置条件，并纳入档案年检和“双
随机、一公开”工作。 将按照有关规定对
相关培训机构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已依
法注销 13 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
144 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将全部入驻
资金监管平台。

六安发放卫生许可电子证照

本报讯（通讯员 方文娟 记者 张大

鹏）日前，在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指导下， 六安瑞安豪泰商务酒店员工
完成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审批。
这是六安市颁发的全省首张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电子证照。

六安市卫健委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四送一服”。针

对企业反映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流
程复杂、材料多、办理时间长等问题，与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一起研究解决涉及政
策、技术等方面的难点、阻点问题，将办
证时间从 20 个工作日缩短到 1 个，将 7
个办理步骤缩短至 1 个，实现了《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智慧审批、自动发证、随
时随地办理，解决了企业难题。

近日，明光市涧溪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紧张施工。 近年来，明
光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资金 11.5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89 万亩，每年
增产粮食 6230 万公斤。 黄连广 季晓佳 摄

11月 10 日航拍的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与水阳江路交口的劳动公园。为提高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合肥市持续推进“造绿、添彩”。目前，全市新增改造提升绿地面
积 640 多万平方米，各类主题公园、“口袋”游园、绿道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村级河长上岗 守护小微水体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王太新 吴初

“水边不能扔垃圾，请把垃圾送到指
定的地方倾倒。 ”日前，滁州市琅琊区扬子
街道永阳社区党委书记费玉忠，在夜间巡
逻过程中及时制止了一起偷倒垃圾行为。

为进一步落实落细河湖长制， 解决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盲点”“难点”问题，琅琊区
于今年 9月建立了农村水系及小微水体河
湖长制。 经过认真摸排，该区将 4个涉农街

道的 72条农村水系及小微水体全面纳入河
长制管理体系，落实区、街道、村（社区）三级
河长，并同步设立河长制公示牌，明确治理
目标，落实治理责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我们社区内有 5 处小微水体，以前
未纳入河长制管理，小微水体存在环境整
治难问题。 现在有了制度，责任明确了，工
作好开展了。 按照管理职责，我们社区开
展巡逻活动，并发动群众清出小微水体中
的垃圾，以实际行动保护生态环境。 ”费玉
忠告诉记者，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水

环境治理很重要，作为共产党员和基层工
作者，他将认真履行好这项职责，和村民
们一起坚决守护好家门口的水环境。

自落实农村水系及小微水体河长制
以来， 琅琊区各级河长共开展巡河活动
100余次，清理水面垃圾约 6吨，动员村民
自发清理小微水体乱堆乱占 25处。 琅琊
区积极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将每处农村
水系和小微水体都打造成乡村振兴的风
景线，让群众临水得其便，近水享其美，共
享河长制带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电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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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敬波 ）11 月 11 日
下午，电影《李夏·在
路上》开机仪式在绩
溪县举行。

电影 《李夏·在
路上 》 根据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 、 全国
道德模范 、 时代楷
模李夏同志生前事
迹改编 ， 集中展示
了李夏作为基层青
年纪检干部 ， 认真
履 行 监 督 执 纪 职
责 、 决胜脱贫攻坚
的新时代青年纪检
干部风采。

该片导演由著
名 导 演 陈 立 军 担
任 ， 著名青年演员
李滨扮演李夏 ，影
片预计投资 2000 万
元 ， 由安徽广播电
视台 、 安徽神州华
影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 。 影片

计划于 2022 年 3 月份完成后期制
作 ，2022 年 7 月 1 日前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首映式，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2019 年 8 月，最强台风“利奇马”
来袭， 在面对突发强台风袭击时，时
任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员 、 纪委书
记 、监察专员的李夏 ，奔波在抢险救
灾第一线 ， 意外遭遇泥石流不幸殉
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33 岁。 李夏同
志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如夏花一般灿
烂，成为新时代乡村年轻干部学习的
楷模。

近日， 在肥东县店埠镇新城社区
广场， 社区志愿者为居民义务维修家
电。连日来，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
开展便民志愿服务。

本报通讯员 鲁庆云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摄

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发布

儿童中医保健进社区进家庭
据新华社电（记者 田晓航）国家卫

生健康委近日印发 《健康儿童行动提升
计划（2021-2025 年）》，鼓励医疗卫生机
构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开展儿童基本医
疗和预防保健， 提出加强儿童中医药服
务，推进儿童中医保健进社区进家庭。

中医药具有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
点干预的独特优势。 我国注重发挥中医
药在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中的作用，
早在 2018 年启动实施的《健康儿童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就提出，积极推广
应用儿科中医适宜技术， 推进儿童健康
领域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

今年 4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联合印发《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
药工作实施方案（2021-2025年）》，强化中
医药在妇女儿童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中
的作用。 而此次印发的《健康儿童行动提
升计划（2021-2025 年）》突出强调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提出坚持中医与西医
相结合等基本原则，推出包括儿童中医药
保健提升行动在内的 7项重点行动。

在儿童中医药保健提升行动中，提升
计划提出，各级中医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中医师的儿童保健和儿科诊
疗服务能力；鼓励家庭医生开展中医治未
病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各级妇幼保

健机构要推广中医治未病理念和方法，普
及儿童中医药保健知识，提升群众中医药
保健意识；0至 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
理服务率达到 85%以上。

同时，提升计划提出，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开展儿童基
本医疗和预防保健； 加强儿科中医药人
才培养； 积极推广应用小儿推拿等中医
药适宜技术， 强化中医药在儿童医疗保
健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一批中医儿科特
色专科。

在儿童保健服务提升行动中， 提升
计划提出，推进儿童眼保健服务，开展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医适宜技术试点。

·百姓故事

让绿色提升城市品质

全椒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

本报讯（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顾义

胜 潘婧瑶）记者日前从全椒县民政部门
获悉， 该县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
护网， 把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全椒县把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
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 成立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委员会，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协调机制， 分别为全县各乡镇配备
1 名儿童督导员、每村（社区）配备 1 名
儿童主任， 构建了以党委领导、 政府负

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新网格， 形成全方位保
护未成年人工作合力。

该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 10
个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暨农村留
守儿童、 困境儿童关爱活动， 受益儿童
300 余人。 同时，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专项行动，健全网格化机制，对辖区
内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全覆盖走访
评估，签订委托监护责任书，落实委托监
护责任，给予困难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