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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静看夜幕降临后的万家灯火

“居有所安”是群众最朴素的心愿，也是社区工作的
底线。疫情突发，守住门、值好岗是平安；暴雨来袭，紧急
抢险是平安；核酸检测，不漏一人，也是平安。

2020 年初，面对疫情，平安街社区无居民信息、
无社团组织，更别说固定的志愿者。危急时刻，在上
级党委的指导下，刘红英带领全体党员发起了“争当
1 小时守门员”接力活动，号召群众把碎片化时间利
用起来，守门护院，共筑安澜。以“1 小时”为单位，方
式灵活、门槛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居民也逐渐认
识到，守大家的门，就是守自己的门，看的是大院、护
的是小家。

如今，平安街志愿者已达到1579名，成了社区文明治
理的生力军，带来了疫情隔绝不了的温度。

民乐寻找街头巷尾中的“诗和远方”

民之所乐、责之所在。几年来，刘红英带领的团队
获得国家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多项荣誉。她主动打破

“谁来社区服务谁”的模式，走出党群服务中心搞服务、
办活动，把年轻人作为争取的主要力量，借助青年联谊
会、相亲大会等活动，先后孵化出志愿者联盟社、“小红
帽”服务队、“乐活乒乓社”等 16家社团，吸引了 2763 名
成员。

面对乱丢垃圾、不文明养犬等顽疾，居民不便管、物
业不好管，刘红英以老年人为主体成立了“生姜劝阻社”，
发挥他们有时间管、有胆量管的优势，短时间内让这些行
为销声匿迹。

从“1小时”发端、从“1个人”起始，聚光成炬，社区党
组织从“无人可用”到“一呼百应”。每年上百场群众文
化活动，95%以上由社团全程策划、全程组织、全程实
施，而党组织只负责审核方案、把好方向。她带领平安
街社区跳出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找到了自己的

“诗和远方”。

商融品味繁华都市里的人间烟火
疫情当下，社区难，商户更难。刘红英以区域党委为

纽带搭建平台，推出了“金丝带”公益共建项目，组织签约
商户推出“您好邻居 生活必需品服务”，定期在42个居民
群同时发布，为商家做推广。有了党组织这块金字招牌
的加持，居民买起来安心、用起来也放心。“金丝带”签约
商户主动为居家隔离户提供网上下单，送货上门服务；为
志愿者建立积分兑换长效机制，为辖区弱势群体提供免
费服务项目。

16年扎根基层工作，刘红英始终把爱放在行动上，温
柔而笃定的为每一件小事精打细算。她如同星火奋力燃
烧，让红色接力棒在更多人之间传递。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孔琳

初出茅庐树威信

刚上任不到俩月，时阳就遇到了大难题：十四小区物业跑
路了，小区里杂乱无章、垃圾满地……尽快引进新物业，成了当
时的头等大事。

在老书记的指导下，时阳带着“两委”班子入户征求意见，
组织党员和居民代表商讨解决方案，最终仅用 4天时间，就选
定了一家新物业先期入驻试运行。小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大家都说：“这小书记有两把刷子”。

这件事让他明白，要想得到群众的支持，必须要“不折不扣
办好群众事”。为此，三湾街社区党委以创建“五星”支部为目
标，以居民点单、社区党委派单、联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接单、
群众评单的“四联单”为抓手，打造了“三湾有约”服务品牌，实
现了百姓诉求“有人应”、群众关切“有人帮”、居民期盼“有人
管”，真正把实事办到居民心里。

多方联动解民忧

三湾街社区的“高龄”老楼特别多，尤其是三湾街19号楼，
煤棚破败不堪、道路坑洼泥泞，改善居住环境成了居民的共同
心愿。

三湾街社区党委走访“把脉”，“开方”派单，园林中心等11
家联建单位接单“治病”，热电厂免费拆除老旧墙体，铝城小学
主动设计构图，100名青少年以党史教育为“引”、13幅主题墙
绘为“药”，实现了旧楼换新貌，小路变大道。老住户田福忠高
兴地说：“真漂亮啊，俺们这老楼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啦。”

办好群众事决不能总是被动等问题，还要主动提供服务。

三湾街社区建立了“1+N”多方参与格局，社区党组织引领，鼓
励支持各类群众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服务主体迈向多元化。
他们积极培育了11支社会组织，推出了16个服务项目，累计
服务群众3575人次。“灵之雀合唱团”走进国家大剧院荣获金
奖，“福乐助残”项目让56位残疾人重燃生活的希望。

啃下“硬骨头”得民心
三湾街社区的高龄老人占到了总人口的 1/5，为了给老

人提供贴心服务，“温暖夕阳”项目应运而生。
在给“空巢老人”冯奶奶送报纸时，时阳发现她家后院

杂物太多，围墙已经明显倾斜，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社区
工作人员就想着帮忙把院子清一清，围墙补一补，可老太
太怎么都不同意。虽然吃了“闭门羹”，可这隐患一天不消
除，时阳就一天睡不踏实。一次上门工作做不通，他就多
去几次，最终老太太被打动了。可当他们上门清理时，老
太太却转身出门了，时阳以为她还有情绪。当他们干完了
活，老太太却跟他们说：“小时，辛苦半天了，快带着大家进
来吃饭，我专门去买了菜，还给你们做了红烧肉！”此时，他
才知道原来老太太出门是为了给他们买菜做饭。

“从一筹莫展到游刃有余，从初出茅庐到得心应手。
每当我走在街巷间，迎面而来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一声声
亲切的问候，让我深感自己从事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
是一份闪闪发光的事业。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在未来的
道路上，我将继续坚守来时的初心，将群众装在心里，将责
任扛在肩上，用真情温暖民心，继续书写为民服务的新答
卷。”时阳说。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孔琳

庆七一展风采亮赛比创五星
全市第二届“十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风采

“小社区”书写“大治理”
——访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红英

群众身边无小事最是小事见真情
——访上街区济源路街道三湾街社区党委书记时阳

刘红英（左）和社区老人话家常，倾听居民所愿（资料图片）

时阳（右）拿着报纸，给社区老人讲政策（资料图片）

2020 年 12 月 26
日，时阳从社区老书记
手里接过“接力棒”。
90后的他常常问自己：

“作为上街区最年轻的
社区书记，你行吗？大
家会听你的吗？能带
好班子吗？”

在这样一连串的
问号中，开启了时阳的
书记之旅。

她让42个居民群链
接成一条金丝带，用稳稳
的付出，为平凡的生活带
来了信心和底气；她倾听
每一个愿望，时刻回应居
民的需要，一笔一划描绘
平安街的多彩——她就
是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
区党总支书记刘红英。

“小社区”书写“大治
理”，平安街是一个由42
个居民群链接成的一个
新建商品房社区，管辖16
万 平 方 米 ，辖 区 居 民
5800户。2019年到这里
工作之后，刘红英带领
“两委”从零开始，经过3
年的探索与努力，让平安
街成了“最有温度、最有
活力”的社区。

球友突发心梗医生紧急施救
提醒：夏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公众应注意保健预防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
进）下班之后在球场打球，郑州市二
院神经外科医生牛国策遭遇了球友
突发心梗倒地抽搐的一幕。危急情
况下，他挺身而出，全力施救，为挽
救宝贵生命发挥了关键作用。最
终，在牛国策和 120 急救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患者自主心跳和呼吸顺
利恢复，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据了解，7 月 4 日晚 9 时许，热
爱运动的牛国策在大学南路一球场
打篮球。正当大家激烈争抢时，一
名球友忽然在篮筐下倒地抽搐。

牛国策迅速伏地探查其生命体
征，发现患者自主意识丧失，神志不
清，呼吸和心跳消失，颈动脉搏动消
失，口唇发紫。他立即喊旁边的人帮
忙拨打 120，并随即开始心肺复苏。

“我趴在患者胸前直接听诊时，发现

他心跳骤停，非常凶险，如果不及时
进行心肺复苏后果不堪设想”，牛国
策将患者仰卧，头向右侧，维持气道
通畅，开始持续按压、吹气，行心肺复
苏术。几分钟后，120赶到，这恰好
是郑州市二院急救站负责的区域。
牛国策向同事交接病情后，经过急救
医护的继续心肺复苏、除颤后，患者
的自主心跳、自主呼吸恢复，随后病
人被送入医院进一步治疗。

“出手救人是职业本能，更是医
生的职责”，牛国策表示，自己从医
10年，日常工作中，神经外科救治遇
到的急危重症较多，所以遇到这种
情况比较冷静，“算是有条不紊完成
了一次院前急救”，牛国策后来问同
事，听说患者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了，
他感到特别欣慰，于是发了一条朋
友圈纪念这特殊的一刻。同事和朋

友们这才得知牛国策路边救人的事
迹，大家纷纷为他“点赞”。据悉，在
急救的“黄金三分钟”时间内，正确
实施心肺复苏，能提高院前急救效
果，达到挽救生命、减轻伤害的目
的。牛国策的及时施救，为挽救患
者生命发挥了关键作用。

无独有偶。7 月 6 日上午，郑
州市二院急诊科再次接诊了一名
急性心梗患者。事发时，这名 40余
岁的患者正在医院周边修车，突感
不适，于是自行来到医院就诊。刚
进医院大门就支撑不住了，急忙大
声求救。急救科医护疾奔出来施
救，患者两度心跳骤停，两度被成
功救回。患者最终被送进导管室，
接受了介入治疗，目前已无大碍。

急诊科主任杨茜说，冬夏两季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今年进

入盛夏以来，郑州高温高湿闷热不
堪，这种天气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极不友好”。公众一定要注意保
健，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病史的患
者，如果有身体不适，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就医。

炎炎夏日，如何保健？杨茜说，
夏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是因为天气
炎热、出汗多、血压波动大、血液容易
黏稠。所以预发心脑血管疾病，要注
意保持血压正常，合理安排饮食，选
择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限制含糖食物的摄入，积极参
加慢跑、散步、游泳等体育锻炼，促进
机体新陈代谢，增强心血管系统的调
节功能，降低血液黏稠度，加快血流
速度；同时，要戒烟限酒，生活规律，
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保持心情
愉快，避免情绪激动。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颁布实施四周年

10万余名志愿者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通讯

员 王博）今年 7月 1日是《郑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颁布实施四周年纪念日。为持
续学习宣传践行《条例》，郑州市文明办组
织号召全市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村
镇、文明社区和志愿服务组织全域开展了

“学习宣传践行条例 做文明有礼郑州人”
主题实践活动。

据了解，7月 1日前后，全市共有 10万

余名来自党政机关、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志
愿服务组织的志愿者走进城市社区、公园广
场、农村、景区景点、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公
共文化服务场所、城市商业中心，开展公共
文明行为常识进机关、企业、工地、学校、社
区、农村、景区、网络“八进”活动，开展《河南
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郑州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宣传活动，开展文明行为引导和不
文明行为劝阻活动。

粗心顾客二次付款
诚信店家主动退还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通讯员 王粮泊）
因一时疏忽大意，给商家二次付款，正当
他为自己多花了398元懊恼不已的时候，
没想到，“冤枉钱”居然“悄然而至”。面对
失而复得，他感慨地说：“如此讲诚信，有
良心的商家，必须给个大大的赞”！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前不久，这
位顾客在美团上购买兰湘子餐饮店 398
元的套餐，到店消费时忘记自己已经在
网上付过款，又扫码进行再次支付。当
晚，店长盘账时发现了这笔重复支付的
账单，当即多方查询顾客联系方式。查
询未果，店家又写了一份认领启事，张贴

在店中并在朋友圈发布寻找。
6 月 24 日，这位顾客再次来到店中

消费时，发现了这份认领启事。兰湘子
店员经过核对订单号，确认顾客身份后
将多付的费用悉数退还。

诚信经营是立业之本，兴业之道。扎
根二七路丹尼斯大卫城10层的兰湘子餐
饮店自开业以来，就本着诚信经营的理念，
赢得了不少回头客。当顾客称赞商户这种
诚信经营的行为时，店长淡然说道：“在店
里时我们是经营者，出门之后也是消费者，
消费者当然希望经营者要诚信，大家都诚
信了，咱老百姓消费就更放心了！”

诚信建设

身边正能量

学习安全知识
提升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如何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让
青少年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作为郑州图书馆“悦读
一夏”系列活动之一，7月5日，“谁是家庭救生员”——预防
溺水亲子体验活动在郑州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市红十字
水上义务救援队负责人、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专家学者等
围绕安全主题进行生动讲述。

据了解，此次该馆推出的“悦读一夏”系列活动，涉及
预防溺水、防汛安全、预防欺凌、应急救护四个主题。

活动期间，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围
绕如何避免溺水及救生方法、泳池内溺水如何自救、如何
互救等进行讲解。随后，该救援队专业人员通过专业细
致、生动有趣的讲解，详细阐述发生溺水事故的常见原
因、安全措施、游泳安全常识、现场急救等方面知识，并
进行情景模拟。不少家长和孩子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不仅学习了预防溺水知识，还增强了安全意识和自救自
护能力。

提供岗位逾1.5万个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你来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姬瑛蕾）郑

州 2022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 7月
8日和12日举办。

为方便企业招聘和毕业生求职，本次交
流会将分别在两个场馆举办，7月 8日在经
开区经北二路 50 号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举
办，12日在大学中路 95号郑州人力资源中
心市场举办。

本次招聘会共邀请200家大中型企业、
知名企业、国企、央企等用人单位参加，涵盖
IT技术、房产建筑、土木工程、教育培训、机
械制造、餐饮酒店、文化传媒、生物医药等多

个行业，提供1.5万余个就业岗位。
为使更多的用人单位有机会参与招聘，

两天招聘会每天参会的招聘企业基本上不
重复。近百家知名企业、国企、央企报名参
会，每家企业都有一定的岗位可以接受应往
届毕业生，其中 80%岗位不设置工作经验
要求。

主办方提醒参会人员：招聘会是在当天
上午 8：30~12：30举行，应往届毕业生均可
参加。为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招聘会除了要
求佩戴口罩、扫健康码，还要查看72小时核
酸检测结果或检测记录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