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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出社会善治“新图景”
——洛川县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工作小记

通讯员 刘园园 记者 孙艳艳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园
我市举办保护野生动植物宣传活动

NuanXinShi暖心事

每天我们都会使用微信，但
是在使用微信的时候，这一个选
项一定要删除，否则别人登录你
的微信，你都不知道，下面赶紧
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你的微信
显示在别的设备上登录，那一定
要注意了，赶紧关闭这个选项，

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登录你的
微信了。

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
的“我”，再打开“设置”，在这里
找到“账号与安全”点击进去，接
着打开“登录设备管理”，这个设
置想必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这

里记录了登录过我们微信的所
有设备，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其他
设备来登录微信，那么登录过后
就会在微信上显示，还有登录的
时间。那么这些设备不是你的，
那一定要删除，因为这台设备再
次进入你的微信，是不需要进行

验证的，所以你的账号很不安
全，需要我们赶紧删掉，这样别
人再想登录你的微信，就必须要
有身份的验证，就不怕别人再登
录你的微信了。

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选
项，那就赶紧去设置一下吧。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杨亮）“真没想到我们延
安有这么多的珍惜野生动植物，今后我会从自身做
起，引导和教育孩子保护野生动植物，做爱心好公
民。”3月3日，市林业局在市中心凤凰广场主办“你我
携起手来 共同保护野生动植物”主题宣传活动举办，
向市民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市民袁静静看完
宣传后感慨地说。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通过悬挂横幅标
语、发放宣传资料、布置宣传展板等方式向市民介绍
野生动植物，动员群众共同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
态建设，杜绝乱捕乱猎野生动物的行为。

记者了解到，随着我市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目前，
全市共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64种，其中，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12种，Ⅱ级25种。子午岭林区野生华
北豹数量增至110只左右，是全国最大的野生华北豹种
群，褐马鸡国家级保护区内，褐马鸡种群数量增至2860
余只，且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站长南博文表示，希望通
过本次宣传活动，增强市民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
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保护的良好局面。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3月 3日，市残联来到甘
泉县太皇山社区为 10名贫困听力残疾人验配了助听
器，并开展爱耳护耳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通过开展“爱耳日”宣传活动，普及了保护听
力健康的科学知识，以此提高社会公众的爱耳护耳意
识，及早发现和预防听力损失，降低耳聋病发生率，推动
了防聋治聋工作的开展。同时，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关
爱听力与言语残疾人群，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残
疾预防工作，推动形成扶残助残的良好舆论氛围。

本次活动在全市各县（市、区）同步进行，共为群
众适配助听器 160台，发放宣传资料 3320份，发放护
理包630份 。

本报讯（记者 任琦 杨帆）“太感谢你们了，是
你们给了我的孩子第二次生命，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
忘记。”3月5日，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东关分院，来自
安徽合肥的爱心人士方青和刘凯鹏，专程为 4岁的患
病儿童小恩慧送来 4万元的住院费和生活费，孩子爸
爸张锋在现场泣不成声，感动不已。

据了解，小恩慧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妈妈选
择离开孩子，由孩子爸爸张锋独自一人抚养。而张锋
患有 2000多度的高度近视，其中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家庭的各种困难让他只能选择求助于他人。

“我们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博主视频下面的评
论，才知道了小恩慧的事。第一时间了解了孩子的情
况，决定要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了。”爱心人士方青说，自己家也有孩子，这种情况特
别受触动，跟医生沟通后知道手术不算大，成功率很
高，所以想帮助孩子一次性治好，希望她能够拥有一
个健康快乐正常的童年。

爱心人士刘凯鹏表示，他们平时也会在儿童节或
过年的时候，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捐赠物资，定点
资助大学生上学。关于小恩慧，后续如果有康复治疗
需求或者上学需求，他们都愿意帮助孩子，希望帮助
这个家庭早日走出阴霾。

“我完全没想到他们在得知孩子情况后，能连夜
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真的特别感谢。我会好好教
育孩子长大，未来也能做个有爱心对社会有帮助的
人。”张锋说。

科学保护听力健康
我市开展爱耳宣传教育活动

一段跨越1000多公里的爱——

爱心人士一路“狂飙”
患病儿童重获“新生”

本报讯 （记者 叶四青）“你们对
我太好了，喜梅像我的女子一样，家里
隔三差五就来一回，给我安排得妥妥
当当的……”3月 2日，在宝塔区凤凰山
街道北苑社区电信小区，赵桂芳老人
感激地说。

老人口中的“喜梅”，正是社区工
作人员、一岗双助“助老员”宗喜梅。
北苑社区地处老城区，辖区 32个小区，

老旧家属院多，老年人也多。老年人
有没有人获得照顾一直是社区关注的
重要问题。近年来，北苑社区根据一
岗双助政策共聘用了 5名“助老员”，一
方面解决了零就业家庭的困难，一方
面为孤寡残障老人送去了实在的服
务。

赵桂芳老人患病多年，一直处于半
瘫状态，与儿子姚志彪一起生活，姚志

彪因患有智力三级残疾，很难找工
作。了解到老人家的困难，社区牵线
搭桥，为姚志彪介绍了环卫工作。为
了让赵桂芳老人得到更好照顾，社区
按照政策，将赵桂芳和辖区低收入户
宗喜梅结对，从此，宗喜梅经常照料赵
桂芳的日常生活，每周都会到老人家
中帮忙收拾屋子，干些洗衣服等家务。

宗喜梅还通过社区联系了医护志

愿服务队，上门为老人问诊，赵桂芳老
人激动地说，“社区真是我们的娘家
人，让我们这些困难家庭有了依靠。”

“助老员服务，是我们社区切实解
决困难群众推出的双助服务，目的是
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社会发展的成
就，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从而提升居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苑社
区党总支书记野媛媛说。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在 2023年的社
区治理中，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
委将“三个年”活动纳入中心重要工作内
容，党员干部苦练社区治理的“针线活”，
细化任务、夯实责任，持之以恒纠干部作
风顽疾、补能力短板，让真抓实干、马上
就办、办就办好成为社区治理工作常态，
努力“绣”出社会善治“新图景”。

根治年检人群“心病”有社工

家住丰禾苑小区7号楼的王秀兰，年
岁已高、行动不便，儿女长期不在身边，
每年的高龄津贴年检成了老人的心病。
得知老人正为此事犯愁后，中心街社区
网格员主动上门为她提供年检服务。

“和王秀兰一样超过70岁的老人，部
分是空巢老人，部分的行动不便老人，他
们既不会自己手机完成年检操作，去一
趟社区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就主动上
门为老人服务。”中心街社区支部书记梁
刚刚说，“老年人群体过得怎么样，生活
得幸不幸福成为社会关心问题，也是社
区工作的重点内容。”

为此，中心街社区党支部依托社区

网格化管理体制，针对无法到社区完成
年检的老人，组织社区网格员分类筛选，
精准定位服务人群，通过电话和小区居
民微信群提醒满足领取高龄补贴条件的
居民及时办理或进行年检。对行动不便
的老人，电话统计调查确定具体数量，安
排社区网格员上门服务，核对老人基本信
息并考察资格条件，帮忙完成年检程序。

截至目前，中心街社区共帮助辖区
70岁以上高龄老人完成年检340人，视频
年检180余人，上门年检15人。

拔除小区居民“痛点”有团队

生活垃圾随意丢置、不文明养犬……
这一幕幕不和谐的场景曾在金凤小区的
电梯和楼道里频现。东关社区党支部副
书记魏文涛结合“微网格”工作经验，认
为应该吸纳更多力量，成立一个针对该
问题的“居民自治小组”，改善电梯楼道
环境。

魏文涛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东关社
区党支部和小区物业管理部的赞同，决
定将金凤小区B栋楼作为试点，一起从人
员、设备、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探
索。依托“微网格”，魏文涛自己担任组

长成立“小区治理团”，社区网格员、物业
网格员、楼宇组长组成团队“基盘”，网格
民警、物业专职员、小区居民作为“立柱”
力量支撑，开始探索电梯楼道卫生问题
的治理路径。

开展楼栋文明宣传、安装电梯监控
和制定居民自治公约成为主要治理措
施。团队明确了完成时限，每个责任人
通过监督执行和效果检查形成闭环管
理。明确措施后，小区监控摄像头就投
入运行，小区楼长上门宣传引导，金凤小
区楼宇《居民自治管理公约》也顺利出
台，并得到了全楼居民的支持，电梯内焕
然一新，有效制止了不文明现象的发生。

目前，“小区治理团队”中居民自发
参与占比越来越高，有力保障了团队的
顺利组建和后续运行。

谋划搬迁群众“出路”有支部

今年以来，融欣社区党支部围绕“和
居家园”目标破题，始终把解决洛河小区
移民搬迁对象后续就业问题作为重点工
作来抓，通过多方服务、企业联动、分类
推荐等举措，有效解决移民搬迁群众的
就业难题。

根据移民群众就业意愿，融欣社区
党支部分类推荐就业岗位，通过走访征
求群众意见，建立群众就业意愿台账，依
据自身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对于愿意到
省外务工的群众，为其推荐省外合适岗
位就业，对于因家庭情况不能外出务工
的群众，为其推荐附近的汽车维修、建筑
施工、保洁服务工作岗位或临时性岗位
就业，保障群众既能顾家又能通过就业
解决经济收入。

结合移民群众实际需求，融欣党支
部联合县就业管理局、人社部门、企业、
妇联等，积极推荐居民参加县级组织的厨
师、电商、家政服务等培训班150余人，着
力提高搬迁群众思想认识和就业能力。
在洛河小区建立17个楼栋微信交流群，开
展就业宣传100余人次，开展就业信息登
记200余条，实现就业信息共享、网络同步
互动、线上线下招聘的送岗服务。

目前，融欣社区党支部鼓动5名青年
创业，推荐省外务工 10 人，月薪 3500~
5000元；临近务工人 23人，月薪 2000~
3000元；临时务工 47人，日薪 150元，真
正让洛河小区移民搬迁户搬得来、留得
住、有收入。

不管什么手机 微信这个选项要删除

科普大观园

“助老员”上门服务 做老人的“小棉袄”

本报讯（通讯员 高帅 记者 叶四青）
“加油！加油！不许提示，你犯规了……”
3月 8日，延川县大禹街道办举行庆“三
八”妇女节“巾帼心向党，奋进新时代”趣
味文化活动。现场，此起彼伏的助威声、
呐喊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30多位女同胞分别组成的仙女队、
梦想队、木兰队、超越队4支队伍展开了

“大比拼”，谁也不让谁。谁是学霸、你比

我猜、四人夹球等紧张刺激又妙趣横生
的游戏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场外的男
同胞们也不忘给队员们加油打气，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

简单却有趣的活动丰富了女同志
们的文体生活，缓解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压力，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更激发
了大家立足岗位贡献巾帼力量的决心
和信心。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孙
春宁）“太方便了，本来准备今天去医院
检查一下，今天下了楼就检查了。”3月1
日，宝塔区南市街道马家湾社区联合南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爱心义诊
志愿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量血压、测
血糖、听心率、问病情等方式，详细检查
了居民身体健康状况，提出合理的诊疗

建议。针对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医
务人员叮嘱他们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多
参加锻炼，坚持定期体检，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

同时，“360帮帮团”志愿者们为在
场群众发放了预防小常识、健康生活理
念等宣传手册，引导群众树立“有病早
治，无病要防”的科学健康理念，并送上
家庭常备药品，受到了居民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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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JieXianQu连接县区

队伍大比拼 巾帼展风采 义诊进社区 爱心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李欢）“我丢失东西后，仅仅1个小
时就找回了，真是太感谢两位公交车司机了。”3月2日，
市民曹女士找回了自己丢失的重要材料，非常感激地说。

当日下午，曹女士从市医院乘坐K1路公交车前往
延安大学杨家岭校区，下车 10多分钟后，她突然发现
自己随身带着的黑色塑料袋遗失在公交车上了，塑料
袋中装有重要材料。她心里特别着急，情急之下，自己
驾车向公交车离去的方向追去。

因乘坐公交车时没有在意，曹女士不知道自己乘
坐公交车的车牌号，她赶忙通过“易公交”线上乘车软件
查询，根据时间推算，她坐的车不是陕 J00133D就是陕
J00115D。曹女士驾车一路追至K1路终点站姚农家属
区，正巧在这里遇到陕J00115D公交车司机申岗。申岗
在了解具体情况后，立即在车上细致查找，并去调度室
进行寻找，但均未果。随后，申岗询问了曹女士的乘车
付款方式，根据扫码付款信息，确定她当时乘坐的是陕
J00133D公交车。于是，申岗马上联系陕 J00133D司机
王兴海，并安慰曹女士不要着急，他们尽力帮忙找寻。

1小时后，曹女士接到了申岗打来的电话，告诉她
司机王兴海在车上找到了遗失的材料。

看到重要物品失而复得，曹女士的心里暖暖的，她
向两位热心帮忙的司机表示感谢。“这没什么，这是他
们应该做的。”两位司机笑着说。

乘客大意丢失物品
热心司机帮忙找回

ZouJinSheQu

走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