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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安全意识
幸福千万家

为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安全
防范意识， 加强老旧房屋安全管
理， 近日， 株洲市民政局老干支
部党员志愿者在株洲市石峰区大
冲社区开展 “筑牢安全意识， 幸
福千万家” 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 党员志愿者们走进
社区困难家庭进行自建房安全隐
患排查， 组织居民学习安全防范、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等知识以及应
急自救常识， 积极解答社区居民
咨询的问题， 将安全生产知识送
到群众身边。

本次活动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份， 为居民解答百余次， 营造
了 “人人讲安全， 人人注意安全”
的良好氛围。

（据株洲市民政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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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益阳市赫山区民政局一行
前往衡龙桥镇黄土坑村了解驻村帮扶
工作， 为乡村振兴 “把脉会诊”， 出
谋划策。

“今年要播种的都种下去了吗，
该收割的都收回来了没有， 还有什么
困难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 在该村
童家湾组， 与驻村干部一道， 该局全
体班子成员深入田间地头、 走进农家
小院， 详细了解农户生产生活情况。

“在驻村帮扶人员的帮助下， 2
亩多秧苗都插完了， 还种了几分地的
蔬菜， 前段时间收了 800 多斤土豆，
日子过得蛮好的。” 得知脱贫户杨某
华一家日子越来越好， 大家心里感到
十分欣慰。 杨某华是民政低保对象，
因火灾烧伤致残， 有了兜底保障， 加
上 “一对一” 的精准结对帮扶， 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

赫山区民政局全体班子成员分头
进组入户， 倾听群众呼声， 收集意见

建议 。 还对 10 名困境儿童按每人
500 元的标准进行慰问， 送去学习和
生活用品， 鼓励他们坚定信心， 健康
成长。

实地了解情况后， 一行人在村支
部会议室听取了村里基本情况和工作
汇报， 对春耕生产、 疫情防控、 自建
房安全隐患大排查等重点工作进行详
细了解 ， 提出了合理建议和方法措
施 。 对全村已脱贫的 196 户家庭情
况， 进行了重新评估， 按一户一策的
方案， 实行精准帮扶和常态化监测，
防止出现返贫现象 。 对其余的 1196
户， 加大监测力度， 采取协助指导自
我生产、 到村企业就业、 外出务工等
措施 ， 提升自我造血功能 ， 防止致
贫， 助力他们兴业致富。

综合村委意见和群众呼声， 得知
有 1.2 公里的村级公路提质改造 、 6
个村民小组公路硬化 、 美丽屋场建
设 、 水利设施维护维修等计划诉求

后， 该局负责人表示， 将争取上级有
关部门的支持， 协调相关社会资源，
加大对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在政
策范围内， 尽可能将有关项目引入该
村。 多方面、 多渠道发力， 助推乡村
战略实施， 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

据了解， 黄土坑村作为赫山区民
政局的联点帮扶村， 常年派驻一名干
部担任 “第一支书”， 全程参与协助
村支两委开展工作。 该局党组成员定
期到村里进行集体办公， 帮助分析解
决问题。 组织干部对脱贫户和边缘户
定期走访， 宣传乡村振兴知识有奖问
答、 献爱心捐赠衣物、 人居环境整治
等志愿服务活动， 确保帮扶政策和工
作责任落细、 落实、 落到位。 先后投
入近 30 万元 ， 为困难群众办实事 ，
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完善， 让贫困村
旧貌换新颜。

（据新湖南客户端）

安全宣传不松懈
民情恳谈解民忧

近日， 邵阳市民政局一行到
双清区小江湖街道塔北社区召开
民情恳谈会， 向社区居民宣讲安
全知识， 了解掌握居民 “急难愁
盼” 问题， 共商解决对策。

会上，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向
居民代表发放安全知识宣传资料，
并就安全用气、 安全用电、 防溺
水等方面内容进行宣讲 。 随后 ，
居民代表畅所欲言， 针对旧房改
造、 车辆乱停乱放、 下水道堵塞、
地面下陷等问题， 与市民政局工
作人员和社区干部面对面交流。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 市民政
局党委书记、 局长蔡灿辉现场进
行答复， 并表示将做好协调联系
工作， 及时反映群众心声， 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 寄语
社区居民要关心社区发展， 遵守
居民公约， 维护社区形象； 要积
极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 营造邻
里互助的和谐氛围； 要不断增强
安全意识 ，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 、
禁毒、 防电诈等方面的工作； 要
弘扬正能量 、 传播邵阳好声音 ，
讲好邵阳故事。

会后， 市民政局一行走访慰
问了部分社区居民， 详细了解他
们的家庭和生活情况， 为他们排
忧解难。

（据邵阳市民政局官网）

本报讯 （通讯员 宋震 于程利）
为进一步落实湖南省福彩公益金项
目， 增强小学生心理素质， 4 月至 6
月， 湖南省臸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在 益 阳 市 万 达 小 学 为 200 多名留
守、 困境儿童定时定期开展以 “阳光
心灵， 放飞梦想” 为主题的心理健康
系列讲座。

此次系列讲座共分为 “关注自
我， 从 ‘心’ 开始” “呵护心灵， 让
爱 成 长 ” “Hold 住 你 的 小 情 绪 ”
“我们是朋友” 四个主题， 讲座过程
中 ， 社工以 PPT 展示 、 案例剖析 、
经历分享、 游戏互动等多种形式为孩
子们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学习保持心

理健康的方法， 掌握情绪调节方法，
以及鼓励孩子们学习如何与同学、 老
师、 父母、 他人交往。

此次心理健康系列讲座， 成为社

工与学生之间互动的良好平台， 通过
讲座， 社工鼓励学生重视心理健康，
消除自我心理困惑， 树立健康心态，
找准人生航向， 积极健康成长。

乡村车间生产忙
6 月 13 日， 祁东县白地市镇瞭

望街社区乡村车间， 村民忙着生产。
近年， 该县发挥“微工厂” 优势，
因地制宜在县、 镇、 村组建设起乡
村车间， 促进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让乡村们赚钱、 顾家两不误。
通讯员 曹正平 付姣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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