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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市法制办全员参与西安路社区文明创建
——

我市推行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
■ 记者

■记

者
通讯 员

杨 尚
王加 东

张 建东

学院路，一条千余米的“五小”行
业店铺密集老街，加上熙熙攘攘的车
流、人流，使得这条并不宽敞的街道
显出几分疲态。
以前，店外店、占道经营、乱停乱
放比较常见，群众对此颇有微词。 昨
日，记者来到这条老街，往日的景象
已经不复存在。 整条街干净了、整洁
了，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 两名工作
人员来来回回不停地巡查，不放过一
点点的瑕疵。 记者了解到，他们就是

市法制办的工作人员。
记者采访获悉，西安路社区辖区
2.1 平方公里，人口 1.1 万人，其中农
业户口 700 多人， 地处城郊结合部，
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只有两三家。 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以来，作为西安路社区
网格管理市属单位，市法制办迅速进
入角色，与社区一起积极投入到创建
工作中来。
“我们要求全体人员从‘今年是向
全国文明城市迈进的背水一战之年’
的高度，深刻认识文明创建的重要性，
切实提高每个人的责任感、紧迫感。西
安路社区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市法制
办每一个人都不会置身事外。”市法制

办党组书记、主任、淮安仲裁委秘书处
秘书长王长根对记者说。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市
法制办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制定了
《落实淮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
任务方案》 和 《文明城市创建值班
表》， 对文明创建的每一项工作落到
实处、落到细处。 领导班子每位成员
分别带队， 每星期深入社区一线两
次， 实地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巡
查，了解社区在创建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 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修剪树
木、清理路面垃圾、铲除墙面小广告，
对社区内的所有创建点位，特别是基
础设施、环境卫生、公共场所、交通秩

序、公益广告、“门前三包”等进行重
点巡查，并力所能及地提供人、财、物
方面的支持，积极协助社区解决创建
难题，指导其收集、整理台账资料，大
力营造浓厚的文明城市创建氛围，共
同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随着创建工作不断地向纵深推
进，市法制办投入社区创建的力度也
不断加大。 近期，除了一如往常地开
展各项工作之外，还增加人手，每天
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到社区参加文明
创建， 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下班，
全面细致地巡查问题、解决问题。

爱之教育
—记金湖吕良镇校外教育辅导员梁春琴
——
■记

者
通讯 员

叶 列
江汇 源
罗 宏

年逾五旬的她额
头虽有了几痕印迹，
但两鬓几许银丝更显
她的亲切和温暖。 加
入关工委队伍以来，
尽管关爱对象随着年
级的攀升在不断更
换， 金湖县吕良镇校
外教育辅导员梁春琴
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始
终未变。 多年来，梁春
琴始终坚持“爱之教
育”的理念，为辅导站
的留守儿童撑起一片
爱的蓝天。

诲人不倦
梁春琴所在的辅导站有 26 名孩子，
其中留守儿童 12 名。 为了让每个留守儿
童能与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家的温馨，梁奶
奶主动任 4 名孩子的代理家长，并为其他
8 名留守儿童找好称职的代理家长。
为了优化辅导站的育人环境，梁奶奶
为辅导站制定了文明公约，并督促辅导老

师和学生共同遵守。 在文化课辅导之余，
她经常带领孩子们举办各类竞赛活动；为
了帮助孩子找回自信心，她与孩子们建立
一种彼此信任、平等的民主关系，与学生
宽松地进行情感交流。
辅导站有个留守学生叫伍政，母亲改
嫁，父亲长期从事海洋捕捞。 照看伍政的

寻闪光点
梁 春 琴 常 说 ：“留 守 儿 童 从 小 缺 乏
父母的关爱，特别需要长辈与他们进行
情感上的沟通。 ”为此，她尽量寻找孩子
们身上的闪光点， 充分发扬他们的特
长，并适时加以引导。
学生郑泽宇父母离异后，父再婚长住

爷爷身体不好，经常住院。 无人照顾的小
伍政只好托寄在外婆家。小伍背地里一个
人偷哭，学习成绩明显下降。 梁奶奶得知
后，主动找他谈心，并把他领到自己家。待
他就像自己的孙子一样， 给他洗澡换衣，
为他补习功课，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

通讯员

王峰

郑道雷

本 报 讯 记者昨日从市司法局获悉，我市将在全市
范围内加快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相关细则已
于日前明确。
在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公职律师，是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 省司法厅据此于去年底专门
下发了在全省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通知。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司法厅要求，我市明
确， 在党政机关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担任法律顾
问、在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
者律师资格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向司法行政部
门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 其中，市级党政机
关、市属国有企业向市司法局提出申请，由市司法局审
查后报省司法厅审核颁证；县（区）党政机关（含乡镇党
委政府）、县（区）属国有企业，经县（区）司法局初审后，
向市司法局提出申请，由市司法局审查后报省司法厅审
核颁证。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应当加入淮安市律师协会，
享有会员权利，履行会员义务，并由市律师协会负责进
行业务交流指导、权益维护、行业自律等工作。 公职律师
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 采取政府购
买或者财政补贴
的方式， 为公职
律师开展工作提
供必要保障。

市安监局召开全系统
软环境暨作风建设推进会

铺情感之路

苏州，并又生一子。从此，小泽宇就被扔给
奶奶照顾，很少感受父母之爱，心灵寂寞。
于是他经常背着人， 深夜到网吧通宵上
网。 梁奶奶主动找小泽宇谈心，找到他身
上的闪光点，再给予适当的表扬，十分注
意谈话技巧和方法。 为了弥补小泽宇教

弥补缺失
节假日和寒暑假，是留守儿童最难熬
的日子。 他们学习没有指导老师，想玩耍
没有好去处。
为了解决假期作业上的难题，为了让
留守儿童在假日里有个好去处，梁奶奶在
双休日和寒暑假一直是校外辅导站的专

架心灵之桥

杜勇清

育的缺失，从那以后，梁奶奶在每天按时
将小泽宇接到她家后，有规律地先督促他
做好家庭作业， 再提供他大量的阅读书
籍，并经常给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转变
他的人生观、世界观。 如今郑泽宇已经成
为一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靠校外辅导

职辅导员，她从不计报酬，放弃休息，默默
地为辅导站孩子们开展学习和文体辅导
活动。
除了检查假期作业外，梁奶奶还经常
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每年在辅导站，她为孩子们要上辅
导课 60 节以上， 寒暑假有一大半时间都
坚守在辅导站，帮助学生弥补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的缺失。几年来接受梁奶奶辅导
的留守儿童有 400 多人次。

■ 通讯 员

王东 照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市作风建设大会、市
政府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动员机关干部提振精气神，锤
炼好作风，扑下身子，驰而不息地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
落实，日前，市安监局召开全市安监系统软环境暨作风
建设推进会， 总结前一阶段软环境和作风建设工作情
况，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一定要以作风建设
为抓手，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安监干部良好形象，做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忠诚卫士”。 一要准确把握形
势，务必保持政治自觉、高度警觉；二要不断锤炼党性，
务必做到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三要增强使命意识，务必
做到勤勉敬业、廉洁自律；四要切实转变作风，务必提升
服务水平、树好形象。

6 月 14 日是第 14 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主题是“我能做什么”。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充满爱心的无
偿献血者，他们一直在用无言的行动回答：献血，现在献血，经常献血！
根据市中心血站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市已有 2 万多人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 6 千多万毫升。
这些人，都怀着无私的爱心，用热血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生命。

他，只要有需要就撸起袖子
49 岁的李向阳是涟水县一名公交车
司机，从 2008 年 5 月 20 日的“第一次”
到现在短短十年间，他已献出 4000 多毫
升血液，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全身血液。
无论是血液大采还是突发血荒， 只要需
要他都会撸起袖子。
李向阳说，自打第一次“试探性”地
献了 200ml，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后，他便
开始以每次 400ml 的频率进行献血，十
年来，李向阳毫不间断地共献出 4100 毫

升血液。 昆山爆炸、季节性缺血……每次
急需用血，他都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
是一个普通人，但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
能做的就是去献血。“用我的血液拯救了
他人宝贵的生命， 就感到做了一件特别
有意义的事情。 ”李向阳说道。

他们，为献血事业贡献力量
时 间 回 溯 到 11 年 之 前 的 6 月 14
日。 那天，是第三个世界献血者日；那天，
也是淮安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成立的

日子。 11 年来，
这个大家庭容
纳了无数爱心
志愿者，无条件
地为无偿献血
事业奉献时间
和精力。
“服 务 队
里，最大的已是
76 岁高龄；最小
的是 18 岁的小
陈，刚刚参加完
今年的高考。 ”
服务队负责人
金驹说，与很多固定的组织不同，无偿献
血志愿者服务队的 成 员 具 有 较 大 流 动
性，年龄跨度也很大。 不过，他们“各司其
职” 都在为我市无偿献血事业贡献着自
己的一份力量：服务队近百位成员，百分
之九十都是适龄献血者，“凡是遇到血
荒， 我们的志愿者 都 会 冲上 第一 线 献
血”。 已经超过献血年龄的服务队成员，
则志愿做起无偿献血的服务工作，“平时
在民间招募无偿献血者， 偶尔到学校做
做无偿献血讲座，遇到‘大采’则为血站

工作人员打打下手”。

他和他们， 都在唤醒更多
人对无偿献血的关注
无论他，还是他们，都是我们身边为
无偿献血事业奉献自己的重要一份子。
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说， 正因我们身边
有无数的他和他们， 才唤醒更多人对无
偿献血的关注。
该工作人员说， 市中心血站每天都
会接到很多急需用血的电话。 令他们感
到紧张和担心的是， 每年总有几个固定
的时刻血源紧缺。 所以，他们每时每刻都
在绞尽脑汁吸引更多人关注无偿献血。
而令血站感到欣慰的是， 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根据统
计， 目前我市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已有
500 余人。 他们不断传递着“红色”正能
量，挽救他人的生命。

■记

者
通讯员

许海明
徐杨荪

郭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