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对于宁夏青铜峡的吴光平来说，自
幼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虽然被命
运无情地夺去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但大嫂张建萍 43 年如一日的悉心
照料，让他心中的感激与庆幸深深
掩盖了对老天不公的埋怨。43年，
从 18 岁的花季少女到如今已入花
甲，张建萍自成为吴家人的第一天

起，就从未放弃过对吴光平的照顾，
更以长嫂、长媳的担当支撑起了这
个十口之家，勇挑重担、坚韧不拔、
永不言弃的精神在这位好嫂子身上
尽显无疑。

“好嫂子”张建萍
43年如一日悉心照顾

瘫痪小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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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亮

“这是苹果，苹果……”，“这是香蕉，香蕉
……”，“这是橘子，橘子……”。每天，作为康复治
疗师的邢周辉都会一对一地给残疾儿童不厌其烦
地启发、开导，有时一个水果的名字就要说上上千
遍，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和正常
的孩子一样恢复智力、摆脱言语困扰、洗掉心中的
阴霾。

从2015年从事康复治疗以来，邢周辉启迪、开
导的残疾儿童已超过了60名。“残疾儿童与正常儿
童不同，对他们的启发和教育必须要有足够的忍
耐力和意志力，否则治疗是很难出效果的。”邢周
辉说，这种忍耐力要超于教育正常儿童的几百倍。

在市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中心，像邢周辉这
样的康复治疗师和特教老师有20多个，不论寒暑，
一个老师每天都要上12节课。“虽然一节课才30

分钟，可绞尽脑汁地想、不厌其烦地说、反复如一
地讲，一天下来，每一个老师都会疲惫不堪。”康复
科管理人员张春花说。

残疾儿童的康复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
循循善诱、持之以恒，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
则已有的康复效果就会很快“归零”。“从除夕到大
年初四，市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中心每天都有四
个老师在值班，随时接待前来做康复治疗的孩子
和家长。”张春花说。

和往年一样，正月初四，市残疾人康复托养服
务中心全体人员一上班，前来做康复治疗的孩子
家长就会早早地在大门口等待。“多数家长相信，
通过康复干预，孩子的认知能力、沟通能力会慢慢
恢复的。”邢周辉说，每次家长看到孩子能抬一次
脚、抬一次腿，大家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或拿
水果，或拿礼物对老师表示谢意。

“对我们康复治疗师和特教老师来说，这一瓶

水、一个水果分明就是一份饱含深情的亲情馈
赠。”邢周辉说，看着家长冒雨坐公交、踩着厚厚的
积雪来做治疗，我们每一个老师的心都为之一颤。

特教老师杨静说，令每一个老师欣慰的是，不
管是老师们布置的家庭训练作业，还是需要家长
和孩子共同完成的训练游戏，每一个家长都尽心
尽力，完成得非常棒。

“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杨静说，作为康
复治疗师和特教老师，我们能给家长带来希望的
就是交给他们更多启发教育的方法，给家长带来
自信，让孩子们在科学的康复训练中慢慢走向阳
光。

“只要社会有需求，我们市残疾人康复托养服
务中心就会尽己所能为孩子和家长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市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中心主任弋敏说，
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形式帮助更多残疾儿
童，这方面的资金是足额且有保障的。

为残疾儿童撑起一片艳阳天

本报记者 白艳华

“一进腊月门，转眼便是年。”在我国北方的传
统习俗中，每逢过年，油果子是必不可少的，客人
来家，必端上一盘，浓浓的年味随美食升腾起来。

腊月二十八，市民顾晓会一家一大早就忙碌
起来，和面、生火、热油，家里弥漫起浓浓的年味。
顾晓会的母亲方金花今年57岁，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民，在炸油果子方面可谓是“经验丰富”，她告
诉记者，炸油果子一般要和两种面，一种是发酵的

白面，另一种是糖面。做油果子的时候，把糖面夹
在白面里面，看起来颜色好看，吃起来也比较香
甜。在她小时候，家里每年过年都会炸不少油果
子，亲戚邻居之间串门，他吃一点你的，你吃一点
他的，大家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和谐了。

过了中午，油果子面已经醒好，顾晓会一家便
开始忙碌起来，擀面、切面、翻花子、煎炸……顾晓
会告诉记者，她家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在母亲的影
响下，大家都有过年做油果子的习惯。每年春节，
一家人都会欢聚一堂，一起炸油果子。今年因为

疫情原因，部分家人身在外地无法团聚，因此她邀
请了亲朋好友一起来炸油果子，希望大家能够和
和睦睦，一同感受过年的氛围。

油果子出锅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第
一锅油果子，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感受着浓浓年
味，体验着浓浓真情。顾晓会告诉记者，在她的心
目中，春节就是全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过节，带
着孩子一起炸油果子，让他们看看，学着做做，从
小感受过年的气氛，让孩子们继续把这种民俗传
承下去，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油果飘香迎大年

李欣芬 杨亮

雄关街道祁连社区下辖企事业单位及商业门
点1000多家，其中光小区就有24个，再加上5个学
校幼儿园以及 2 万有余的人口，管理难度可想而
知。这一切，对于从未与社区打过交道的辖区单
位明珠药业是不知晓的。

但是作为辖区的“互联共转”单位，明珠药业
也特别想为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从何处
入手，明珠药业的负责人是一头雾水。在社区党
委书记杨秀琴看来，帮什么？怎么帮？首先得对
社区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才可“对症下药”。

“‘互联共转’行动要想落实落细不可想当然，

即便有好的资源也要用到刀刃上。”社区党委副书
记顾丽华说，明珠药业有药品服务的优势，再加上
2020年疫情期间踊跃捐赠抗疫物资的热情，社区
就把为辖区居民提供疫情服务保障的志愿项目交
给了明珠药业。

供需适配，“互联共转”也就有了好抓手。
2020年末，当祁连社区党委向明珠药业发出项目
合作意向登记表时，明珠药业就果断地认领了这
个志愿服务项目。

“今年春节依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
时期，明珠药业就是社区疫情防控的物资储备库，
随时为社区提供口罩、手套、消毒液等物资。”明珠
药业负责人说，除此之外，公司还将充分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居民有意识回收过期药品，增
强居民科学用药意识。

2020年以来，祁连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
挥辖区各单位的资源优势，以“互联共转”行动为
抓手，通过项目助推的方式，让辖区的老百姓感受
到了殷殷亲情、暖暖爱意。

随着“互联共转”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能为
社区做点什么”已渐渐转化为“我们为社区做得好
不好”的行动自觉。

在春节前夕，得知社区还有部分因户籍及其他
原因而无法纳入救助范围的困难家庭时，明珠药业
就将价值2000元的米、面、油等慰问品送到了困难
家庭手中，让这个喜庆的节日充满了浓浓的爱。

殷殷亲情入心田

本报记者 白艳华

阖家团圆日，除夕守岁时，最大的幸福就
是全家共享一桌美味的年夜饭。餐厅内，亲人
相聚，欢声笑语，一派其乐融融。厨房中，坚
守灶台，烹制年味，默默忍受思念。他们舍弃
属于自己的团圆，让相聚的人有了幸福的颜
色。

当别人沉浸在家庭聚餐的其乐融融中时，有
那么一群人，他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比平时更加
忙碌。身处服务业，他们从来没有节假日；作为餐

饮人，他们必须坚守岗位。张洋是嘉峪关宾馆的
一名厨师，他从事这一行业有10年的时间了，每年
除夕，他都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年夜饭提供给顾
客，这不仅体现他精湛的厨艺，也表达了他对家乡
家人的思念。

后厨里，切菜、配菜、摆盘、跑菜等一系列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切配团队完成一道道搭配工
作，每一个青椒、每一份葱花，都要一刀刀切好，
定量分装，再传递给灶前厨师，制作成色香味俱全
的菜肴。

“油盐酱醋，烹调佳肴美味；锅碗瓢盆，演奏

优美乐章。”当别人享受着各种假期的时候，厨
师依然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陪伴他们的只
有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厨房里，数不尽的传菜
单，做不完的团圆宴，这一刻，比任何时候都辛
苦，但他们用精湛的手艺和无声的默契打赢这
场硬仗。

厨师顾不得喝上一口水，服务员满堂穿梭不
能歇一口气，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让客
人开开心心地吃上可口的菜肴。这些美食，也同
样寄托着他们的情思，寄托着他们对家人深深的
爱与思念。

厨师用美味见证团圆

本报讯（朱玲 肖蓉）为了让社区管
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近年来，
钢城街道永乐社区坚持党建工作整体
建设，区域统筹推进，始终把“为民服
务”作为谋划和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和基
层党建的主线，牢牢把握城市基层党建
区域化、网格化两大抓手，建立社区“大
党委”，推动辖区党组织由“各自为战”
向“共同奋战”转变，通过区域化党建优
势服务辖区群众，打造“一轴二核多元
共建”的党建共同体。

不忘初心强轴心，筑牢党建根基。
社区党委以深化党支部建设标准化为抓
手，以落实“四抓两整治”为主要措施，切
实增强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
力。严格对标《甘肃省城市社区党支部
建设标准化手册》，建立“社区党委+小区
党支部+网格党小组”三级党组织运行模
式，形成党委抓支部、支部抓小组、党小
组抓党员、党员广泛联系群众的“三抓一
联”模式。实行“五个一”包抓制度，落实
党建责任。即班子成员包抓一个党支
部、一个临时党支部、一个共建单位、一

个居民小区、一个服务项目，整合辖区资
源，指导党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强化
教育管理，坚定理想信念。建立党支部
书记培训计划，组织党支部书记参加党
委中心组学习，提升履职能力。严格执
行“三会一课”“7+5”组织生活等制度，以
主题党日活动为抓手，通过党日活动对
外开放、主动解决实质问题等举措推动
党日活动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助推
社区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提升。

扎实推进“两个核心”，夯实共赢机
制。社区围绕“区域化”共建和“网格
化”管理“两个核心”，不断激发党建新
动能，凸显治理新活力。社区立足现有
资源，充分挖掘外部资源，主动联系物
业、司法所、综合执法、派出所等部门，
吸纳“互联共转”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以
及物业企业中的党员负责人担任社区
党组织兼职委员，建立社区“大党委”。
通过签订“一书三单”、每季度召开一次
党建联席会，对共建项目实行目标管
理，实现社区及驻社区单位党建有效联
动。为辖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补充性

服务，架起辖区单位间资源互补共享的
平台。充分运用好疫情防控期间积累
的人力资源，建立网格长、楼栋长、单元
长“三长”联动机制，把综合治理力量延
伸到每栋楼、每个单元。网格长将便民
联系卡发放到楼栋长、单元长手中，全
面承担起网格内联系群众、掌握民情、
改善民生、化解矛盾等职责，通过发动
老党员、居民群众、志愿者等参与，最大
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社
区，既明确了包保责任制，又有利于及
时掌握解决民声、民情、民忧。

开展多元共建，深化志愿服务。社
区通过“走千家、访民意、交朋友”活动，
进行社情民意大走访，为辖区综合治理
奠定坚实基础。整合辖区普法、医疗、
教育、文化、物业服务等各类资源，聚焦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志愿
服务”，梳理辖区需求、资源、项目清单，
把重点人员的走访、困难群众的摸排、
安全隐患的排查等下沉到网格，确立和
家乐“健康守护”“筑梦未来”“和谐邻
里”“文明新风”“普法宣讲”“微爱暖阳”

六大实事项目。发挥党员特长，建立
“宣讲小分队”“健康服务”等志愿服务
者队伍，打造健康驿站等服务品牌。推
进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根据
群众需求分类设岗，在职党员结合工作
职能和自身优势认领岗位，建立《在职
党员履职情况登记表》，提升多元共治
效果。常态化开展推荐和宣传“雄关好
人”、“最美家庭”、“道德模范”等活动，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加
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教育。在小区广场通过悬挂横幅、
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集中
开展法律法规、家风家教等宣传活动，
引导群众从自身做起，讲平安和谐、讲
道德素质、树家风家训，增强居民群众
的认可度，弘扬辖区正能量，引领辖区
治理向群众自治发展。

强化党建引领 助推社区治理

永乐社区打造“一轴二核多元共建”的党建共同体
本报讯（王继禄）2月18日，嘉峪

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干警们收到了一
份特殊的礼物——《嘉峪关市中级人
民法院制度汇编（2020 年修订）》（下
称《制度汇编》），同时，院党组发出通
知，要求各党支部、各部门组织干警认
真学习，切实遵照执行，以健全有效的
制度促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近年来，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司法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所担负的
职责任务更加繁重、使命更加光荣，
但现行《制度汇编》中部分制度的内
容滞后，与新时代对人民法院的新要
求不相符，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2020 年院
党组经研究，决定对施行八年之久的

《制度汇编》进行全面修订。修订后的
《制度汇编》，在借鉴其他法院好做法

的基础上，更好地体现了嘉峪关法院
的特色和亮点。使每项工作管理有标
准、操作有规程、制度有要求，涵盖了
队伍建设管理等八个方面中规章制度
共116项，对原有的81项废止6项、修
订 57 项、保留 18 项，收录 2013 年至
2020年期间制定的制度41项，做到了
全面管用。

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旨
在以健全有效的制度促司法规范、
提案件质效、保队伍廉洁。进一步
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形成科学规
范、高效有序、执行有力、管理规范
的制度体系，为全面加强法院管理，
为扎实开展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队伍，
更为优质高效完成新时代宪法和法
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任务提供坚
强的制度保障。

市中级人民法院健全制度
促 工 作 提 质 增 效

2月18日，雄关街道福民社区组织禁毒专干、禁毒志愿者、网格员深入辖区
沿街商铺开展禁毒宣传，向商铺经营者、顾客及来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和禁
毒宣传手提袋，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如何预防等常识。

白艳华 张学明 摄影报道

本报讯（马晓燕）近日，市财政局
党支部召开支委暨学习会议，安排部
署党支部相关工作。

会上就 2021 年党支部相关工作
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包括 2021
年党建工作计划的制定、全年“三
会一课”的计划与安排、党员学习
教育培训、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等具
体工作，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

分 工 ，确 保 责 任 到 人 、分 工 明 确 。
会议要求：党建和财政业务工作要
两 手 抓 两 促 进 ，充 分 发 挥 党 组 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支部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明
确职责定位，创造性地开展支部工
作；要以党员积分制为例，将各项
日 常 工 作 真 正 抓 在 手 上 、落 到 实
处。

市 财 政 局 党 支 部
部 署 2021 年 工 作

本报讯（殷楠 潘霞）近日，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组织召开了关于对嘉峪关
顺风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甘 B26743 号
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到期不予重新交
通行政许可听证会。据悉，这是我市
巡游出租汽车改革后，首次举行的行
政许可听证会。旨在进一步提高行政
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保障行政相
对人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巡游出租
汽车行业诚信体系，保护广大乘客合
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对外
形象。

此次听证会严格按照《行政许
可法》有关规定的程序进行。听证

会 全 过 程 做 了 现 场 笔 录 、签 字 确
认。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将根据听证
笔录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社区人大代表等 5
人全程参与了此次听证会，感受到
整个程序规范，流程科学设置，保障
了各方利益。

据介绍，此次听证会的召开，为经
营者和行政许可执法人员提供了公
开、公正、公平交流的平台，保障了群
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极大地推动了行
政许可审批程序的公开化、透明化，也
体现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对行政许可
的审慎态度。

市运管局：推动行政许可审批更公开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