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手“志愿红”共建“法治宣州”
刘瑞凡

“《民法典》是保护私权利的法律大全，是民事权利的宣
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切身
利益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7月22
日下午，安徽师阳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致公党党员、法治
讲师刘文婕在宝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辖区内的60
余位居民进行授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是“七五”普法总结验
收年，为有效提升市民法治宣传教育知晓率和参与率，深入
推进法治宣州建设，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调度各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深入开展“法治宣州”建设志愿服
务活动，让文明实践在普法惠民中绽放新的风采。

除了开展讲座宣传普法知识，区直单位志愿服务队、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还采用了发放宣传手册、开展法治有
奖问答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围绕《宪法》《民法典》

《传染病防治法》等知识为重点，开展各类“法治伴我行普法
宣传进社区”“入户走访法治进家庭”志愿服务活动。

思佳社区、澄江社区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
在辖区内小区发放了500余份共同做好“七五”普法总结验
收倡议书，还入户走访进行法治宣传问卷调查。不少社区
居民有感：“咱们要带头学法，和家人、孩子一起参与进来，
共创文明新风，共建法治宣州。”

免费咨询、专家课堂、法律讲座、入户走访法治进家庭、
路段巡查宪法街头问卷调查……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让文明实践和法治宣传有机结合，打通了普法宣传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据悉，区教体局手拉手志愿服务队联合区司法局法润
宣州志愿服务队，将在开学后在辖区中小学校广泛开展“小
手拉大手法治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学生向家长发放
争创全国“七五”普法先进城市倡议书、《法治问卷调查表》
及法治宣传折页等资料，并由家长填写《法治问卷调查表》
交学生反馈学校。

近年来，我区以文明实践助推普法宣传，进一步传播
法治文化，努力做到法治宣传内容为群众所需、宣传方式
为群众所喜、宣传成效为群众所赞，文明实践与法治同行，
共建“法治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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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国元农业保
险宣州支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洪林镇棋
盘村，利用无人机航拍查勘暴雨洪涝
灾害受灾情况。

安徽棋盘塔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坐落在棋盘村，拥有万余亩稻虾基
地，这次洪灾让公司受灾严重。

“我们公司总共有11000多亩稻田，
估计近万亩是绝收。前期，国元农业保
险工作人员多次跟我们对接核灾工作，
今天他们利用无人机来现场勘测，这样
就大大缩短了核灾的时间。他们一再承
诺，先核灾的田块损失就先赔付给我们，
这对我们公司加快恢复灾后生产重建是
非常有利的。”安徽棋盘塔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法人黄朝斌说道。
“我们结合了无人机航拍和卫星

遥感技术，能快速确定受损面积。过
去，可能需要一到两周才能确定受损
面积，现在通过无人机勘测只需要半
天就可以确定，这样便于我们公司快
速理赔。”国元农业保险宣州支公司副
经理朱龙文说道。

同样，棋盘村邵后组贫困户龚新
木家的14亩稻田也受灾了。稻种播下
去的那一天，就是他和老伴一年到头
全部希望，没成想今年的洪灾这么严
重。还好，龚新木家提前买了农业保
险。“我家14亩水田，全部被淹了。保
险公司过来给我们快速理赔，我就可

以拿这些钱进行复种，对我家的损失
也减少不少。”龚新木欣慰地说道。

据朱龙文介绍，下一步，公司将
根据无人机查勘确定的受损面积和
损失程度，加快理赔和赔款支付速
度，尽快将农业保险理赔款支付到农
户手中，为受损农户重新恢复生产提
供资金上的支持，最大程度保障受损
农户的利益。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国元农业
保险宣州支公司主要针对农业受灾严
重的狸桥、寒亭、洪林、养贤、沈村等乡
镇先行采用无人机进行现场查看定
损 。 截 止 目 前 ，我 区 赔 付 金 额 为
815.14万元，赔付面积为1.65万亩。

他是土生土长的五星乡永义村人，年轻
时便参与防汛任务，如今历经过多次较大汛
情后的他，既是村里防汛救灾指导员，更是
战斗员。平日里，村党委书记和村主任“一
肩挑”的他总是忙忙碌碌，当防汛抗洪进入
最重要、最困难阶段时，短暂休息更成了一
种奢侈。他就是56岁的侯永彪，一位优秀的
乡人大代表。

巡堤查险不松劲
侯永彪所在的水阳江永义段圩堤长达7

公里，圩堤对面便是连绵的山脉，河道狭窄，
水流湍急，防汛压力较大。令他欣喜的是，
随着强降雨减少，该段水位也从 18 米降至
13米多，目前主要任务是巡堤查险。

7月28日一早，刚刚下过雨后的永义段
显得格外安静，刚刚巡完一段圩堤，确认无
险情后，侯永彪放下手中的铁锹，快速走近
一块标有“险情地段注意安全”字样的警示
牌旁，然后缓缓地掀开铺在地上的彩条布，

顺着沟渠的方向望去，清澈的水流缓慢地
顺势流出。

看到这样一幕，他长舒一口气，黝黑的
脸庞露出了笑意。原来这里在7月12日时
发生过管涌，幸亏处理及时，圩内的3000亩
虾塘和 1000 多亩芹芽种苗田才得以安然。
为了避免险情再次发生，侯永彪每天都会仔
细检查几次。

乡里乡亲互牵挂
站在圩堤上放眼望去，一旁的藏村组

洪涝灾害严重。侯永彪告诉我们，7 月 7 日
那天，自己连夜用冲锋舟配合解放军转移
受灾群众，并将大家妥善安置，截至目前，
共转移藏村受灾群众180人，集中安置点安
置 27 人，投亲靠友 153 人。作为村党委书
记，又是一名人民群众挑选出来的乡人大
代表，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他始终牵挂于
心。这不，趁着雨停间隙，他立即乘上冲锋
舟进入村民组看看退水情况。

“王叔，我刚才去你家看了，水退了不
少，你和阿姨就安心在这里待着，等水退完，
我们就组织消毒、通电，接你们回家。”生活
中的侯永彪性格憨厚，不急不躁，但是工作
中的他一改“慢性子”，赶趟儿似的，一桩事
接着一桩事，总也歇不住。离开村民组后，
他又赶到五星中心小学临时安置点，看看乡
亲们吃住是否习惯，有没有遇到问题，并将
看到的灾情如实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你放心。”“你们
长时间值守很辛苦，不要挂念我们。”“有需
要的话，我们也可以上埂。”看着眼前日渐消
瘦的村书记，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反而心
疼起他来。

申请值守显真情
侯永彪在村里工作了20多年，每天和村

民打交道最多，感情深厚，但凡村民遇到困
难，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忙解决。洪灾面前，
村民们说的话和做的事也时刻感动着他，赵

孝云就是其中的一位。
据了解，赵孝云是藏村人，家里进水后

暂住在安置点内。7 月 9 日，他主动向侯永
彪提出白天上圩堤值守，说罢便一天不落地
坚持至今。

“侯书记太辛苦了，每天就睡两个多
小时，即使回家休息，电话也响个不停。
我为他身体健康着急，就想着帮忙分担
一点压力，他也能稍微轻松点。”当我们
问及这位老人申请的初衷时，赵孝云最
朴实的话语里，透露着最真挚的情感。
相比溢美之词，这样的三两句倒让侯永
彪红了眼眶。

风雨之下，圩堤之上，这位坚守防汛救
灾一线的乡人大代表将“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当代表为人民”诠释地淋漓尽致。也许忙
过了这阵，侯永彪就能好好休整一下，又或
许，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会催促着他翻
开新的忙碌篇章。

风雨抗洪保家园，军地鱼水情意浓。7月29日上午，在区人武部和区农业农村局的积极组织下，宣城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和安徽华卫集团禽业有限公司前往各个驻扎点，看望慰问驰援我区抗洪抢险的部队官兵。

慰问期间，企业家们纷纷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部队官兵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送上了猪肉、大米、方便面、矿泉
水、自热鸡汤等各类物资，以实际行动感谢他们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作出的英勇贡献。 朱蔓妮 摄

我区积极应对“银发浪潮”实现老有所养
截至2019年底，我区87万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逼近

17.62万，约占全区总人口的19.8%，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高
龄化趋势明显，“421”家庭较为普遍，空巢家庭日益增多。为
积极应对上涌的“银发浪潮”，我区多举措积极应对，初步形
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目标。

夯基础。全面落实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消防整改工作，全
区21所公办敬老院及各乡镇敬老院同步实施水电标准化整
治。建设养老机构24小时视频监控系统，在区社会福利中心
不间断对全区29家养老机构实施安全实时监控，实现安全隐
患日监控、日报告、日处理。联合卫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
门，积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医疗保健品乱象整治、提升养老
机构卫生服务质量、落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工作，从多方
面入手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安全管理水平。

抓落实。以购买服务，实现智慧养老创新式发展。在全
市率先引进南京禾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智慧居家养老
专业化服务，开通“952183”便民为老服务热线，配备38名养
老服务团队，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为城区9个街道办事
处社区“五类”老人开展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智慧化监督和管
理全区所有的养老服务机构。目前，全区已达1450人，覆盖9
个办事处，52 个社区。持续推进城乡养老三级服务中心建
设。全区建成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1个、镇级21个、村级
66个，“三级中心”建设覆盖率达到60%以上。

补短板。建立并完善农村老年人家庭赡养协议签订制
度、农村留守老年人联系登记制度、农村特殊老年群体探视
走访三项制度，全方位、无死角着力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
板。推进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医养结合”工程。全区特困人
员供养机构内设医务室比例100%，民办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
签约合作率达到100%，全区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护理型床位比
例达到44.8%。在全市率先试点开展了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工
作。在28家养老服务机构自评及自愿申报的基础上，初评了
一星级养老服务机构15家、二星级9家，培育了3家申报三星
级的养老机构，充分发挥等级评定的示范效应。（温岐珊）

狸桥镇“三发力”确保汛期禁捕工作落地见效
连日来，狸桥镇境内水阳江、南漪湖均超保证水位，少

数渔民心存侥幸，不听劝阻，仍在进行违法捕鱼作业。为了
保证群众生命安全，消除安全隐患，根据区防指《关于在淹
没区及外河、湖区禁止捕捞的通告》文件精神和水阳江流域
禁捕相关要求，狸桥镇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镇水产站、
镇城管中队联合派出所以汛期禁捕为切入点扎实开展长江
流域禁捕专项行动。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此次行动以镇域内水阳
江、南漪湖沿岸各村为重点，逐村开展工作。通过张贴公告、悬
挂横幅、及宣传车和乡村大喇叭循环播放《关于在淹没区及外
河、湖区禁止捕捞的通告》等形式开展针对性宣传，将禁止非法
捕捞的观念根植于心，确保水阳江流域禁捕宣传实效。

加大巡查力度，做到不留死角。行动从7月20日起，至
汛期结束，镇水产站、镇城管中队联合派出所先后到山湖渔
业组、昝村姜家圩、卫东联圩，对垂钓者进行劝阻、教育，对地
笼、丝网、浮漂进行拆除。

加大打击力度，确保令行禁止。深入摸排线索，严格执法
办案，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加强源头管控，开展常态检查，
一旦发现非法捕鱼，收缴捕鱼工具并开展训诫谈话。广泛征集
非法捕捞线索。从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共劝阻非法捕鱼行为2
起，拆除浮漂34个，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做到有报必查、有查
必果，确保汛期禁捕令行禁止、落地见效。 （黄 萌）

杨柳镇三举措提升防疫常态化下妇幼保健水平
今年以来，杨柳镇在狠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创新工作模

式，全周期改善妇幼服务管理，多举措提升妇幼健康水平，使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规范健康管理。按照规范做好产后访视和 0-6 岁儿
童摸底工作上门服务，为 6 岁以下儿童进行免费健康检
查、生长发育评价、母乳喂养、辅食添加、意外伤害、常见
病防治等健康指导，时刻关注儿童疫苗接种事项。定期
进行妇幼日常保健，将妇幼工作做细做实，提高妇女儿童
健康水平。

扩宽宣传渠道。全面普及该镇妇女疾病筛查，提高自
我保健、优生优育的意识。开展面对面宣传。利用走村入
户的机会，面向妇女宣传政策，现场发放人口和计划生育政
策法规、新冠肺炎科普宣传知识折页共 5000 份，让政策“走
进”人心。开展媒体宣传。利用QQ、微信，电话，制作宣传
展板、宣传牌宣传孕期保健知识，医疗咨询等服务，全面提
升妇女健康意识。

创新服务模式。倡导“五心”服务工作法，即孕前安心、
孕期贴心、抚育用心、产后舒心、政策暖心，再造妇幼计生服
务流程，夯实生育全程服务能力，得到了孕龄对象的一致好
评，特别是产后访视工作推行“五步工作法”简便易懂好操
作，让广大育龄妇女不出家门便能享受到家庭医生和妇幼计
生专干的优质服务。 （刘 慧）

圩 堤 之 上 护 民 安
——记五星乡人大代表侯永彪防汛救灾二三事

王 香

国元农业保险：科学查勘 快速定灾
吴舒婷

7月29日下午，水阳镇的“水阳嫂子”爱心团来到水阳高中慰问驻宣抗洪抢险的第72集团军某旅，同他们一起包饺子，送
温暖，尽显军民鱼水情。 王娟娟 汪贤长 摄

筑牢汛期卫生健康“安全堤坝”
（上接第一版）各乡镇卫生院派出医疗救援小分队，在集中
安置点和值守点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坚守战斗在第一线，尽
最大努力为受灾群众和防汛人员提供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7月27日上午，水阳镇大雨滂沱。在该镇长沟村防汛
值守点里，来自杨泗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在对值守点进行
全面消杀，并为值守人员测量血压。自防汛工作开展以来，
杨泗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就充当起“防汛健康卫士”，背上医
疗箱，携带医疗器械往返各个集装箱值守点。

每到一个值守点，他们都仔细地询问防汛人员的身体
近况，为大家检查身体、测量血压，现场诊断，并在房前屋后
喷洒消毒液。“我院辖区内总共有4个防汛值守点和1个民
兵志愿者驻守点，我们每天都会固定安排一名医生和一名
护士进行巡诊，包含送医送药、健康宣教以及防疫消杀等各
方面工作，希望能为防汛抗洪一线人员的健康带来保障。”
院长昝星智说道。

在长沟值守点巡诊完毕后，昝星智他们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杨泗初中，为驻扎在那里的鳌峰街道基干民兵们诊
治。“医生，我这几天嘴巴破了，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身
上特别痒，您那里有没有能用的药？”……正在休息的民兵
们看到医护人员来了纷纷上前询问。

据杨泗卫生院医生宋双喜介绍，防汛工作多为户外作
业，时间长、强度大、气温高，再加上堤段靠近水边，蚊虫叮
咬和皮肤过敏是常事，很多民兵的身上都出现了红肿包
块。“我先拿这个药膏给你涂涂看，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你跟
我说一声，我再来给你看。”说完，他便拿出携带的药膏为民
兵们涂抹。

张昆华是此次支援水阳镇防汛救灾工作的鳌峰街道
基干民兵应急抢险队的一员，因为湿热的环境，他身上许
多地方都起了疹子。“前几天比较热，晚上门窗也不能关，
我的皮肤稍微差一点，一热就长疹子，平时也没有时间去
就诊，今天医院的医生过来给我们检查，正好给我们解决
了后顾之忧。”

谈起下一步汛情医疗保障，昝星智表示：“巡诊已经
是我们医院的一项常态化工作，我们要坚持到汛情不退，
我们不退。”

由于现老城区洪水退至安全水位12米以下，考虑到居民
通行需要，经老城区（敬亭圩）防汛抗旱指挥所研究决定，7月
29日上午8时，封闭了20多天的济川桥（老东门大桥）正式解
封，恢复正常通行。 吴文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