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黑龙江 2022 年 12 月 29 日电（记者  梁桂琴  通讯员  朱善永  李嘉男）拳

拳爱民心，依依鱼水情。警察离群众的距离有多近，群众对警察的感情就有多深。

近日，南岗公安分局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市局党

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建立定点帮扶制度，点对点、实打实、心连心

地开展志愿帮扶活动，第一时间组织各个科所队排查走访辖区困难户 50 余名，以实在

有效的举措帮助群众度过困难。分局荣市街派出所、花园街派出所、新春派出所、保健

路派出所和兴路派出所、治安大队等 25个单位表率先行，关注民生需求，丰富帮扶形式，

联动各个部门为困难群众提供低保办理、民政救助、志愿帮扶等多种服务，营造“全面

铺开、多点开花”的帮扶活动格局，确保困难群众平安过冬，温暖过冬。

巴山派出所：

加强基层走访，帮助困难女童进学堂

“哥哥姐姐，这是我第一堂课和老师学的画，我要把它送给你们，我一定好好读书。”

说着话，6 岁的小佳就从书本中抽出了一张被压得平平整整的画稿。画面中，两名警察

正将一个小女孩送入长虹小学，小女孩也举起手向警察敬礼。其实，一天画画都没学过

的小佳用笔非常稚嫩，构图、线条、上色也显得简陋，但因为它讲述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些粗糙的笔画才被赋予宝贵的意义，寄托浓厚的感情。

十月的一天，巴山派出所吴宇双在执勤中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名女孩衣衫褴褛在

大街上游荡，处境比较危险。民警即刻来到现场，将女孩领到派出所。在随后的调查中，

民警慢慢了解到小佳身上发生的悲惨故事。原来，小佳父母早早离异并远赴外地打工，

渐渐失去联系，自己一直跟着姥姥生活。这一对孤苦伶仃的祖孙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姥姥也无力负担小佳的学业，而懂事的小佳不仅不哭不闹，还要拾

荒补贴家用。巴山派出所所长武星听说这个情况后，下定决心要集全所之力帮助她，不

能让贫困埋没了她的学业和梦想，组织全所为她募捐人民币 1000 余元，以及衣物、文

具等日用品。同时，发挥派出所社区治理枢纽作用，联动社区、学校、团委、社工、志

愿者等单位，动员多种资源形成对小佳家庭的常态化帮扶，促进其家庭困难迅速解决。

在民警的大力工作下，目前小佳已经来到长虹小学免费就读。

荣市派出所：

发挥“三融两带一延伸”机制的最大服务效能

“志同为朋，道合为友，尽管性质不同，职能不一，但是在党的带领下，我们就是

最默契最信任的同志。”荣市派出所秋林社区书记张晓梅兴奋地说。在荣市派出所“三

融两带一延伸”的实践中，她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基层组织联盟产生的“1+1>2”的

效果。

“我感谢你们，不仅仅救了我一次，还帮我解决了根本困难。”躺在病床上的潘大

娘颤颤地握着荣市派出所民警王振的手，原来，潘大娘是刚刚租住在社区里的独居老人，

身体不好，因为脑梗半个身子前段时间刚刚从康复医院治疗结束，儿子在外打工无法照

顾，只能靠低保和亲戚的救助维持生计。王振在社区走访中了解了李大爷的情况，即刻

发挥“社区民警兼职社区副书记”的制度，组织街道主任、办事处社会事务所工作人员

为潘大娘提供帮助。他们将潘大娘送至社会福利养老院进行专人看护，并且为他申请了

临时救助金，潘大娘乐得合不拢嘴，不停地感谢着民警们。南岗分局荣市街派出所深入

落实《社区民警和社区干部协作机制》，以“党建联盟”为载体，和辖区街道、社区、

物业、水电煤网等关系民生的企事业单位深入合作层次，形成以公安为中心的最广泛平

安战线， 依托各个警务室组建“夜市安防联盟”“校园安防联盟”“矛盾调解中心”“志

愿服务联盟”……通过多元综治，让南岗公安的服务不断贴近民心。

花园派出所：

持之以恒慰问老党员，让爱民为民传统香溢新时代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花园派出所就以“三声四有五个一样”的服务标准打造了爱民为民的服务招牌。时

间过去，岁月变迁，花园派出所一直将关注慰问老党员作为本单位的工作传统传承下去。无论民警换了几代，但

是至诚为民的精神内核却颠扑不破、历久弥新。今年，花园民警又来到了复转军人肖航的家中。

肖航身患下肢高位截瘫，常年卧床行动不便，20 世纪 80 年代，花园派出所刚刚推行“三声四有五个一样”，

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肖航经常感到孤独无助。从那时候开始，肖航就成了花园派出所全体民警的老大哥，三十

多年来，派出所领导班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对肖航的照顾和关心却一直在延续。民警

们定期到肖航家打扫卫生已成为习惯，逢年过节派出所领导都要上门给肖航送上祝福。三十多年的接力帮扶让肖

航和民警亲如一家人。每次民警们离开肖航家的时候，他总是依依不舍地送到门外。肖航常说：“我熟悉花园派

出所每个民警，他们就像是我自己的亲人。”

治安大队 保健派出所：

帮困难群众走上工作岗位

曹大哥一家生活贫困，他和爱人均患有糖尿病、脑梗、肺部出血等疾病，医疗费用花销巨大。不仅如此，他

和爱人还没有稳定的经济保障，两人只有新农合医保，靠妻子在医院打扫卫生的 1500 元工资生活。分局治安大队

和保健派出所了解到情况后，共同将其确定为帮扶对象，不仅向其赠送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将曹大哥

招聘为派出所工勤人员，帮助其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下一步，派出所将会联动辖区医院进行帮扶，帮助其减少

医疗开销支出，缓解其遭遇的生活困难。

新春派出所：

在办实事中解心结 在办实事中结深情

2022年12月16日，新春派出所所长邢大龙带领社区民警吕志刚到辖区困难群众吴大哥家中开展慰问帮扶活动，

送去 2700 元取暖费以及生活物资。吴大哥是新春派出所辖区退役军转人员，无固定经济来源，离异后独自抚养两

个孩子。了解相关情况后，新春派出所主动与其结对，社区民警每月上门走访慰问，邢大龙主动联系办事处和社

区解决问题，逢年过节都会上门送温暖。截至目前，新春派出所已经连续 3 年为吴祥华送去取暖慰问金，为其解

决冬季供暖难的问题，通过派出所的努力，吴祥华也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在社区当起了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群防

群治和疫情防控等工作中。

    平凡的荒原，孕育着崛起；平凡的泥土，孕育着收获；平凡的细流，孕育着深邃；平凡的园丁，孕育着良才。

——致敬扎根红领巾的袁亚琴

用奉献精神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袁妈妈的筑梦“三字经”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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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州省 2022 年 12 月 29 日电（记

者  李青英  通讯员 王章鑫）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党和国家决胜乡

村振兴，实质上就是为了让广大农民朋

友们过上实实在在的好日子。乡村振兴

任务有多重，基层干部肩上的担子就有

多重，在继续前行的道路上，基层干部

必须要发扬奉献精神，才能接力续写好乡

村振兴新篇章。 

基层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更是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阵地，基层虽然环

境艰苦，但也是最需要人才扎根的地方。

近年来，全国各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选贤用能，着力锻造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他

们有的弯下身子、卷起裤腿，把新技术带

到田间地头；有的 24 小时不关手机，忙前

忙后跑项目、拉资金；有的走村入户，叫

得出老乡们的名字，熟悉村里的每一亩地、

每一口塘；有的带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先

袁亚琴，江苏省海安市教师发展中心

附属小学德育校长。20 多年高举队旗跟党

走的她，先后荣获“江苏省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南通市优秀共产党员”“南通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南通市优秀德育工作

者”“南通市学科带头人”“南通市巾帼

建功先进个人”“南通市 168 爱生先进教

师”“感动南通 � 教育人物”提名奖等称

号。青春不息，奋斗不止。2022 年，她被

授予“南通市袁亚琴名辅导员工作室领衔

人”荣誉称号，从一个人，到带领一群人，

她满怀执着，谱写初心不改跟党走的华彩

乐章。她说：“要想做好少先队工作，诀

窍就是三个字，敢、干、甘！”

培根铸魂，她敢想善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少先队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少先队要坚持开

展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活动，更好

为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服务，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教育好、

带领好。

现在就想，立刻就做，这是袁亚琴工

作的准则。袁亚琴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组织队员创造性地开展了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少先队特色实践活动。“童

心附小，看我 72 变创意开学活动”“学习

二十大 争做小主人系列活动”“红领巾心

向党，习爷爷嘱托记心间主题实践活动”“我

眼中的海安小考察”“毕业季：童年不散

场”……

袁亚琴先后带领队员走进“海安七战

七捷纪念馆”“泛书房红色报业馆”“海

安博物馆”“角斜红旗民兵团”“党性教

育馆”“城东镇品建村党支部”等地，开

展红色寻访活动。相关活动报道先后被“中

国教育报”“江苏少先队”“青春南通”

等媒体转载报道，更是多次荣登学习强国。

为了让队员们尽快实现从“他律”到“自

律”的转变，她创造性地为全校大部分队

员设置了干部岗位；为了鼓励队员们热爱

体育，她成立了千人花鼓社团。在 2020 年

进的教育理念扎根讲台，在帮扶县的乡村

学校升起冉冉的希望。正是因为有这么多

甘于奉献、乐意扎根基层的干部在一线埋

头苦干，才书写出了一篇篇完美的乡村振

兴答卷。 

发扬奉献精神要肯吃苦、能吃苦、吃

得苦。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才

能钻一行，钻一行才能做出名堂。基层干

部扎根基层，如果只是口头说说，实际上

却大搞“挂名扎根”，既怕吃苦又怕受累，

工作就会做不到位，更谈不上做出成绩。

甘于奉献必须是要发自内心，真正做到热

爱基层工作、真心服务基层事业，唯有将

自身的热爱转化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才

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直面高难度的工作和

繁琐复杂的事情。基层干部必须要大力发

扬吃苦精神，要杜绝怕苦懒惰，把能吃苦

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沉下心来，从

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干起，扎扎实实，从

一件件琐碎小事上迈步，不畏艰辛，在吃

10 月份的江苏省少先队年会花鼓展示活动

中 , 受到省内外专家一致好评。她注重心

理健康教育，创造性地开展了《展青春风

采，做最美女孩》《我是小小男子汉》心

理健康专题讲座。队员们喜欢她，亲近她，

因为她的眼中有光。她爱着所有的队员，

在她的眼中，每个队员都是个性而独特的！

以爱筑桥，她实干担当

“有困难，来找袁妈妈，任何烦恼都

可以！”爱是教育的灵魂。爱红领巾事业

的人，一定深爱着孩子们。袁亚琴不仅深

爱着孩子们，还带着这群孩子用爱温暖更

多需要的人。

山一程来水一程。在袁亚琴的带领下，

队员们心系他人，心手相牵。在“捡回一

个希望、奉献一片爱心”活动中，队员们

通过回收废旧物资，为身患重病的小伙伴

筹集医药费；在“喜迎二十大 争做好队

员——“石榴籽”手拉手新时代成就我们讲”

远足活动中，袁亚琴与杨瑞清老师牵手，

带领江苏省队员杨紫涵和内蒙古自治区的

少先队员以及上海市、浙江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等祖国各地的少先队员们共同讲

述新时代自己家乡的新成就。 

疫情无情，翰墨有情。2020 年 1 月 26

日，新冠疫情发生后，她迅速地成立海师

附小第一支抗“疫”小分队——“金属宅家”

行动小组。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战中，

她组织师生以笔为戈，以纸为戎，研制打

磨 36 条居家“战疫”心里疏导短信，精心

策划 3个助力防“疫”视频登上学习强国，

创编《小鸟告诉我》《苏鄂红领巾手拉手》

《金色的纪念章》《宝贝，妈妈想你了》

等 7 首抗疫歌曲，拍摄 1 个省队会“医者

仁心”队会，编制抗疫者志愿日记《志愿红，

真美》……两年来，袁亚琴创作各类歌曲

17 首，她以“笔”为“矛”，以“艺”为

“援”， 以“声”为“鼓”，大手暖小手，

小手再牵着大手，带领大家用心灵去感受，

用行动去担当，诠释一个少先队人的初心

和使命。

苦中奉献，在吃苦中收获，在吃苦中探索

出个人成长之路。 

发扬奉献精神要会实干、能实干、

能担当。担当是追梦人的时代特征，实

干是奋斗者的不变本色。扎根一线的基

层干部，如果没有肯干会干的实干和担

当精神，就容易在困难面前退缩，不愿

尝试，不敢突破。在接续乡村振兴工作中，

仍有很多的硬骨头和险滩，需要基层干

部去逐个击破，才能让人民群众从乡村

振兴这个大战略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

基层干部必须要在甘于奉献的基础上，

大力发扬实干和担当精神，树立“偏向

虎山行”的壮志“杀出一条血路”的胆

略，勇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在接续

乡村振兴战斗中展现作为。要尽责担责，

面对矛盾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挺身而出，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努力守好自己头

上那片天，敢于出击，敢战能胜，用实

际行动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奖掖后学，她甘为人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青年强，则国强”。袁亚琴的目光始

终关注着青年辅导员队伍。她常对辅导员

们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青年辅导员

要对梦想有执着追求。当你爱上胸前的那

一抹红，就会把如火的热情投入到少先队

工作中去。

袁亚琴深知，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履

职能力强的少先队辅导员队伍，是提升少先

队工作质态的关键和保证。为此，她充分发

挥领头雁的作用，创建了四季花青年社。工

作室先后集结了一群有理想、有激情、有干

劲儿、有实绩的少先队辅导员们。袁亚琴针

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阅历的辅导员，分别

提出了不同的专业要求和奋斗目标，认真做

好他们专业发展的引领着和指导者。

2021 年 , 工作室成员刘闵融参加江苏

省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获特等奖。2022

年 ,工作室成员孙启春、张珊珊、李泽宇、

陈如雪、钱梅、储丽华、芮琼瑶等人参加南

通市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 5人获一等奖，

2人获二等奖。成功哪有一蹴而就的，这背后，

都离不开她的悉心指导。从备赛到出赛，她

总是亲自督促，亲自把关，及时给予鼓励与

指导，力争让成员老师们能够在比赛中锤炼

自己的能力，得到迅速地成长。

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

果的事业是珍贵的，但让我们干叶的事业

吧，因为叶总是谦逊的，垂着她的绿荫。”

少先队的事业就是叶的事业，衬托着花朵

的娇艳，酝酿着果实的香甜，默默地无私

地奉献着。袁亚琴甘做那块铺路的砖石，

做辅导员和队员口中的袁妈妈 , 带领着他

们，在红色的大道上，植根沃土绽芳华！

“甘为人梯、敢想善为、实干担当”

这是我的工作三字经，我会始终保持旺

盛的求知欲，始终昂扬着朝气蓬勃的精

神面貌，做快乐的红领巾，带着孩子们看

艳阳高照，看月光皎洁，看星光闪烁！

（孙启春 徐晓晔 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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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琴为辅导员们做《那一抹永恒的红》讲座（于爱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