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旗县李店镇

关爱“乡土人才”
本报讯（记者 金都 通讯员 贾景）春节期

间， 社旗县李店镇扎实开展乡土人才联络和回
归工作，集中对各村外出创业经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高学历人
才等群体中的“乡土人才”进行摸排统计，建立
分包联络制度，积极引导“乡土人才”返乡创业，
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李店镇利用春节返乡的有利时机，要求每
一个村都建立一个在外工作人员微信群，及时
沟通联系，利用微信等新媒体推送《向在外乡
土人才的一封信》， 在村口道路和人员密集场
所悬挂张贴标语，营造支持乡土人才回归的良
好氛围，对返乡回家的乡土人才，由包村干部、
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牵头，组织举办
一次乡土人才恳谈会，介绍本村动态、共商家
乡发展大计，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增强他
们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激发乡土人
才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⑤2

□本报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刘占锋 王晓宾

西峡县贫困户周强

新年新居新生活

“今年是易地搬迁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一
家在新房子吃团圆饭， 看春晚， 过了一个幸福
年。 ”说话的是西峡县西坪镇牧牛岭易地搬迁安
置点贫困户周强。 周强一家在 2018年 5月底易
地搬迁住进了新房子，今年在新家里欢度春节。

以前，周强一家生活在西坪镇最偏远的木
家岈村， 距离集镇 23 公里， 出行非常不便。
2012 年， 周强的爱人突发急性肾炎， 为了治
疗，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再加上 3 个女儿读
书的费用和日常开销，他急白了头。 脱贫攻坚
工作的开展，给这个家庭带了希望。 2016 年，
经过民主评议，周强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享受到户增收每人每年 2500 元，3 个读
书的女儿均享受教育补助，老伴的看病吃药也
有农村医疗合作给报销，再加上种植的两亩地
魔芋，贫困户一家的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2017
年通过筛选， 周强一家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 在 2018 年 5 月终于搬进了牧牛岭易地搬
迁安置区的新房子里。 搬进新居后，周强还能
时不时打点零工， 一年算下来也能收入几千
块，日子慢慢好了起来。“今年我打算在安置区
的香菇基地种个 10000 袋待料香菇增加收入，
现在政府免费给我们发的菌种已经到位，香菇
大棚也早就建好了，还有专门的技术人才给予
指导，只要好好照顾，就肯定能赚钱。 ”周强对
新的一年充满着信心。 ⑤2

节后上班首日，记者走进仲景街道

有人忙学习 有人热情为群众服务
□本报记者 杨青 通讯员 申亚丽

2 月 11 日，春节假期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宛城
区仲景街道干部职工迅速
投入到了忙而有序的工作
状态中，把好的精神状态、
好的工作作风、 好的工作
业绩带进新的一年。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
仲景街道党员党性教育
中心，看到全体党员干部
正在接受“传承红色基因
筑牢党性根基”党性教育
活动，党员们认真学习了

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历
程， 重温了党的光荣历
史，大家纷纷表示，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发挥共
产 党 员 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永葆共产党员的政
治本色。

走进仲景街道文化
服务中心，记者便感受到
了忙碌的工作氛围，有人
忙着打印材料，有人忙着
整理资料……“为做好服
务工作，上班第一天就安

排工作人员征求群众意
见，能尽善尽美地为群众
服务。 ”该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

记者还了解到， 陈棚
社区、牛王庙社区积极召
开“收心”会议，安排近期
工作，提出“人员早收心、
工作早起步”， 让工作人
员及时收心归位，迅速进
入工作状态。

此外， 东关社区在社
区文化广场举办“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活动，为广大居民群众献
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戏曲
艺术展演，演出时间为大
年初七至初九。

在泥营社区综合服务
大厅，记者看到前来办理
业务的群众络绎不绝，民
政救助、社区党建、计划
生育、扶弱助残 5 个业务
窗口全部正常开放，工作
人员正热情耐心地为群
众服务。 ⑤2

关注 “百姓文化
云 ”， 一站式惠
民 文 化 需 求 尽
在“掌”握！

卧龙岗街道新年新气象

上班第一天 撸起袖子加油干
２ 月 11 日，春节长假

后上班第一天，卧龙岗街
道呈现一片繁忙景象：召
开党政领导班子会议，深
入社区督导重点工作，整
治辖区环境……

9 时 10 分，卧龙岗街
道召开党政领导班子会
议。 卧龙岗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龙要求街道广大党员
干部要收心回神， 以崭新
的姿态、饱满的热情、务实
的作风， 迅速投入到新一

年的各项工作中。 会议通
报了春节期间值班及活动
开展情况，对环境保护、市
容秩序、5A 级景区征迁、
信访稳定等 7 项重点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并要求街
道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 安排部署好街
道机关各口线工作。

9时 40分， 卧龙岗街
道分包社区的街道领导班
子成员深入到分包的社区，
督导社区开展好乡土拔尖

人才座谈会、诸葛英才招聘
会、环境卫生清扫整治等重
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要求
得到有效落实。

10 时 10 分， 卧龙岗
街道城管中队针对节日
期间小摊小贩占道经营、
占道堆放现象进行了集
中整治，确保辖区环
境整洁。

10 时 30 分，在
汉画馆空气自动监
测站点，卧龙区相关

负责人一行对该站点周
边环境进行实地查看，对
卧龙岗街道辖区环境保
护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
要求继续抓好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为全面提升中
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作
出更大的贡献。 ⑤2

□本报记者 王勇 通讯员 肖玲

医护人员的别样除夕夜

年夜饭 他吃了一碗方便面
春节是走亲访友、阖

家团聚的日子，但对于医
护人员来说，春节更加忙
碌。 除夕，在新野县人民
医院就发生了很多令人
感动的事。

春节前， 该院普外科
的廖渊就一直工作繁忙，
近 5 天时间他做了 10 台
手术。 除夕，轮到廖渊值
班。 下午 17 时许，一位危
重的腹膜炎病人急需手

术，廖渊马上对患者进行
抢救， 同时做好术前准
备， 并于 19 时进行剖腹
探查术。 因手术复杂，21
时 30 分左右手术才结
束。将病人转运至 ICU，安

置妥当，已是深夜。 因错
过吃饭时间，医院周围又
无饭店营业，廖渊便到医
院一楼大厅的自助售货机
上买了一桶方便面，稍微
充饥后继续工作。 ⑤2

□本报记者 张婵 通讯员 张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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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新 走基层

日前， 河南汇博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天
钢从自己收入中拿出 50
万元作为“天罡帮扶专项
资金”，对公司有特殊困难
的员工进行救助。 图为捐
赠现场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爱心救助
困难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