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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薄秀芳）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民族的
未来，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更是倍受社会关注的群
体。洮北区民政局根据吉林省民政厅有关文件精神，采
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向白城市常青
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了“洮北区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社会工作项目”。该项目扎实推
进，收到了阶段性效果。

一是开展了一期区级培训，根据项目方案安排，常

青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全区各乡镇（街道）的23名儿
童福利督导员和各村 （居） 的222名儿童主任进行了培
训，使儿童福利的工作者们能全面解了此项目，并学习
了儿童福利相关政策法规。

二是开展了儿童福利政策宣讲进村 （居） 活动，常
青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聘请专业老师，配备专职社工对
全区11个乡镇的儿童福利督导员和儿童主任进行了一轮
轮训，使基层一线工作的儿童主任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相关政策把握和协助福利政策落实方面，思路更清，
方法更明。与此同时，还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类别
重新进行了登记调查，以便于在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实施关爱保护时，能够精准施策。

三是开展了个案帮扶，在实施儿童福利政策宣讲进
村 （居） 的工作中，常青藤社工发现了一些需要给予专
业帮助的困境儿童，便对4个村10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进行了个案帮扶。在帮扶中，专业社工重点帮助解决
留守儿童因关爱缺失而出现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有
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使这几名儿童有了明显的转
变，这些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对社工的工作赞不绝
口。

接下来，常青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继续按
照区民政局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儿童
救助保护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专业支撑作用，保质保量完
成项目的预期目标，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作出应有贡献。

洮北区扎实推进

农村留守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17.及早戒烟，越早越好
吸烟可导致多种癌症、冠心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糖尿病、白内障、男性勃起功能障碍、骨质疏松等疾病。
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一半人因吸烟而提早死亡，吸烟者的平
均寿命比不吸烟者至少减少10年。“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
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

人们应做到不吸烟，吸烟者应尽早戒烟。要充分了解吸烟
和复吸的危害，知晓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戒断反应，要下定
决心，不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吸烟者本人的戒烟意愿是成功
戒烟的基础，必要时可以寻求戒烟热线或者戒烟门诊等专业帮
助。

18.远离二手烟
二手烟，亦称被动吸烟、环境烟草烟雾，是指由卷烟或其

他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及由吸烟者呼出的烟草烟雾所形成
的混合烟雾。二手烟暴露可导致肺癌等恶性肿瘤、冠心病、脑
卒中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疾病。人们应当远离二手烟。吸烟
者不应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吸烟，应保护不吸烟者免受二手
烟危害。

19.少饮酒，不酗酒
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酒精)和水，几乎不含有营养成分。

长期过量饮酒，会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消化系统
等造成损伤，严重危害健康。

单次大量饮酒可导致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急
性酒精中毒和意外伤害的发生。长期过量饮酒可增加多种疾病
的患病风险，如高血压、酒精性肝炎、肝硬化、胃溃疡、胆囊
炎、末梢神经损害、癫痫、恶性肿瘤等躯体疾病，以及抑郁
症、焦虑症、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长期
过量饮酒还可导致人格改变，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对家庭成
员缺少关心照料；责任感降低，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等。此外，
过量饮酒还可导致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增加。因此建议大家不
饮酒或少饮酒，如饮酒需适量，不醉酒、不酗酒。成人一天饮
酒的酒精量男性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儿童、青少
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不饮酒。 （待续)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手册

守护健康守护健康 爱卫同行爱卫同行

为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进一步走深走实，洮北区检察院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实在实际行动
中，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检察官的
温度。

为信访群众提供便利。在案件
管理和“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两
个窗口增添了残疾人轮椅、便民药
品、复印机、卷宗扫描仪等服务设
施。以“微笑服务、耐心服务、贴
心服务”为规范，不断改进服务作
风，让信访群众满意离开，不错过
任何向人民群众传递检察温情的机
会。

为未成年人讲法释法。日前，区
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宣讲团走进白
城市第十三中学，为学生们上了一堂
以“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为主题的

法治课，针对校园内可能发生的性侵
害、校园欺凌等突出问题，用具体鲜
明案例以案释法，增强学生的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为民营企业及时解困。白城一民
营企业由于公章使用时间长出现破
损问题，导致该企业的5台运营车辆
不能年检，耽搁了生产经营。区检察
院立即沟通、协调，车辆管理部门很
快为全部车辆进行了年检。

为社矫人员解忧。4月8日，区检
察院汇同市检察院、区司法局走访了
3名社区矫正人员，面对面谈话、征
求意见、询问困难。社矫人员李某已
经联系一份开铲车工作，但与司法所
规定的每周签到时间冲突，只好把工
作推辞掉。区检察院与司法局当即决
定，李某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任选一天
签到。

办实事 解难题 暖民心
●张凤翔

本报讯（高莹）知其来路，方能远行。为开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勉励全局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勇于责任担当，立足
新阶段，展现新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税务局第一税务
分局于近日组织开展了以“党史+抗疫榜样”为主题的党史
学习教育，在全局营造出了“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
税”的浓厚氛围，更激发了全体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自觉和热情。
他们首先集中观看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专题讲座》视

频，中央党校谢春涛副校长在讲座中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准确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的历史必然和深刻内涵。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
串联起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为全体党员干部打开了

一扇感受红色历史的窗户，引导干部们从中体悟信仰的重
量、使命的分量，更获得了前进的力量。随后，开展了“学
习先进典型、汲取榜样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干部
观看了《榜样5》专题节目，节目集中展示了疫情防控工作
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看到普
通人并不普通的奉献，平凡却伟大的实践，大家都非常感
动，深切认识到抗疫精神就是和平年代里无数平凡英雄们对
红色血脉的传承，更坚定了要身体力行续写信仰与使命华章
的决心。

知艰难而增勇毅，今后第一税务分局将继续认真组织、
创新方式，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常态化学习课题，切实将学
习动力转化为工作成果，带领全局干部以斗志昂扬的状态、
奋勇向前的姿态、精益求精的心态，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解难事，提供更佳办税体验、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将纳
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化为税务队伍的光荣勋章，作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诚挚献礼。

市税务局第一分局开展

“党史+抗疫榜样”主题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白工宣）为服务好小微企业，白城市总工
会围绕成立工会组织、落实经费返还、完善工会法人登
记等工作，重点面向小微企业“化繁为简”，以统筹协
同、简化流程、精准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为小微企业当
好“服务员”，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加强引导，落实服务。市总工会把推进落实小微企
业建立工会组织，作为第一工作要务精心部署，严格按
照小微企业所在区域，市县联动推进建会入会。同时，
与税务部门建立联系，精准掌握小微企业最新数据，针
对小微企业发展情况、未建会原因等加强沟通联系，畅
通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建会入会、经费返还、法人登
记等服务工作，并围绕小微企业所盼所想，引导其深入
了解工会工作和工会服务项目，增强其建会入会积极
性，并着力落实因企施策和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快
速帮助小微企业健全组织，理顺工作路径，凝聚职工，
激发活力。

强化宣传，扩大服务。市总工会把落实建会流程、

经费返还政策、工会法人登记等服务内容作为面向小微
企业的宣传重心，充分利用工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工
会工作群等实现宣传覆盖，重点对已缴纳建会筹备金且
未建会的小微企业，通过宣传引导和简化申请申报程
序，扩大建会入会和工会经费返还等叠加服务，增强对
小微企业的吸引力与支持力度。同时，针对市县工会服
务小微企业，重点从加大宣传力度、做细相关数据梳理
统计、实施精准服务等举措中，推进建会和未建会小微
企业同等服务，让小微企业职工进入工会门，就能享有
职业技能提升、职工互助保障、法律服务援助、就业创
业扶持等普惠服务，切身感受到工会“职工之家”的温
馨温暖。

线上线下，同步服务。白城市总工会重点围绕做实
做细做好小微企业建会入会、法人登记、工会经费返还
等工作，在业务程序应简尽简的基础上，大力推动线上
线下同步服务。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部室坚持按时
从快受理办结，同时，为便于小微企业“只跑一次”完

成的线下服务指导，加强相关业务部室资源整合，明确
服务流程、标明材料准备等提供精准服务，让小微企业
少走弯路。

此外，白城市总工会立足提升和打造会员普惠、职
工互助、技能培训等服务品牌优势，吸引小微企业及早
融入工会工作大局，持续开展工会业务培训与指导，帮
助小微企业工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职工满意度。

据了解，截至目前，白城市总工会梳理出未建会且符
合工会经费返还等服务条件的小微企业500余家，按照省
总工作部署，主动出击，全力实施市县联动、规范运作，切
实帮助小微企业提振职工干劲，增添蓬勃生命力。

本报讯 （白工宣） 疾病无情，互助有
爱。近日，白城市职工互助保障协会通过在
线服务，分别将1.46万元、1.38万元、1.05
万元三笔互助金转入了白城市能源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张某、白城热电厂职工陈某等3名
患重大疾病职工手中。

面对及时到账的互助金，张某满怀感
激，她说：“没想到工会支付互助金这样快
速，尽管患病让人痛苦，但职工互助保障带
来的贴心温暖，为战胜疾病增添了力量。”

在白城，这项工会主导，广大职工自愿
参加的互助互济保障活动，突出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内，正实现着由各级工会
利用经费投入、层层传递温暖的爱的“补
位”。

职工互助保障服务力持续夯实。2020年
以来，白城市职工互助保障协会扎实推进职
工互助保障工作提质扩面，以广宣传、深动
员、细落实的工作手段，组织发动各级工会
积极参与到职工互助保障活动中来，通过使
用工会经费为在职职工交纳一年期重大疾病
和住院医疗2个保障项目共144元的“小资
金”投入汇聚爱心，织就了一张普惠职工生
命健康安全的“服务网”。

在白城市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实施的一年
半中，白城市总工会党组多次以全市工会重
点工作进行部署，并适时开展工作调度、调
研和督导，同时成立专项工作组，先后分批
分次深入5个县区工会和3个开发区工会开
展跟进指导、业务答疑和直面服务。形成全
会紧密配合、市县联动推进、基层积极参与
的工作新模式的持续努力下，全市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利用线上线下开
展的宣传、咨询、参保等服务内容，不仅紧
贴职工需求实际，还加深了基层和职工对开
展互助保障活动的政策理解、享有保障收益
的掌握。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0168名在职
职工参互助保障项目，覆盖基层企事业会员
单位233个。

职工互助保障吸引力有效扩展。2020
年，白城市总工会党组着力破解全市职工互
助保障“零基础”困局，高起点、高质量实
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工作中重点向县级工
会定指标、下任务，以全力完成年度目标的
务实干劲和市县工会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一
盘棋”的统一思想，考核激励县级工会有序
推进职工参保人数实现既定增长。仅一年时
间，在市总带头、县总跟进的协力推动下，
全市在职职工参保人数达到2.8万人，超额
完成了上级下达给白城的工作任务。

进入2021年，白城市总工会全面提升职
工参保吸引力、树牢社会公信力的同时，全
力提高在职职工参加互助保障待遇，以提标
准、不增费的温暖爱心，将原职工住院医疗
最高补助 6000 元的互助保障标准提高至
10400元；重大疾病保障项目由原11种增加
至30种，同时增添了含13种重大疾病的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
项目，实现了同一职工一个保障期内可多次申请，每次最低报
销住院医疗互助金由200元提高到300元；其中属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的职工，每次住院治疗总费用超过700元（含700元）
且在5000元以内的，可领取300元互助金，5000元以上每递
增1000元可再领取60元互助金。参保职工首次确诊患有30类
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时，可一次性领取8000元重大疾
病互助金；参保女职工一年期缴费30元，患13种特殊疾病中
的一种或者多种时，可一次性领取8000元互助金。丰富的互
助保障服务内容，织密职工健康保障温情网的同时，也加深了
职工对参与互助保障项目的认可度，加之工会“娘家人”快速
赔付的有力保障，让更多职工的思想上正发生着“要我参保到
我要参保”的根本转变。

据了解，截至目前，白城市职工互助保障协会已为200名
参保职工累计支付互助金35万余元。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有效激发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
趣，萌发民族自豪感，洮北区朝阳幼儿园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厚底蕴，将中华传统文
化之精粹运用到幼儿教育当中，通过讲中华小故事、唱儿歌等方式，将传统文化与幼儿园的课程有
机整合，让幼儿在心中种下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图为老师正在带孩子唱《我是中国娃》。

孙红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白城市总工会“化繁为简”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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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保民，男，汉族，1969年10月生，河北省石家庄市
无极县个体经营户。

为保他人平安，退伍老兵吕保民与持刀歹徒英勇搏斗，
被刺5刀、身受重伤仍紧追不舍，直至与热心群众合力将歹
徒制服后，才被送入医院抢救，他用军人热血谱写了一曲英
雄赞歌。

2018年9月8日，无极县南汪村开小卖部的曹某和儿子
小翟到县城进货。当母子俩进完货准备离开时，一名背包的
黑衣男子突然抢夺曹某手中的挎包，小翟见状立即大喊一
声，随后双方便争执起来。在一旁卖鸡蛋的吕保民见状，赶
紧上前劝阻。走到近前他才发现，黑衣男子手持一把尖刀，
小翟已被刺伤倒在地上。吕保民大喝一声，疾步上前拽住歹
徒的背包，想将其制服，而歹徒则挥刀向吕保民一通乱刺。

吕保民趁其转身，从身后抱住歹徒，并紧紧握住他持刀的右
臂。不料歹徒将刀转至左手，捅向吕保民。面对穷凶极恶的
歹徒，吕保民没有丝毫退缩，歹徒几次想夺路逃窜，已身中
数刀的吕保民都紧追不舍。在热心群众的合力协助下，歹徒
最终被制服。

这时，现场群众才发现吕保民的胸口鲜血淋漓，脸色蜡
黄，汗衫被鲜血浸透。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处于休克状
态。经诊断，他身中5刀，其中最严重的是右侧第三肋骨骨
折并发开放性血气胸，并且左下侧腹部刀口很深，多侧肌肉

断裂。无极县医院对吕保民先后进行两次紧急手术，经过
10余天重症监护病房的观察治疗，才脱离生命危险。

吕保民曾在部队服役4年，退伍后回到家乡和爱人经营
鸡蛋批发。熟悉他的村民说，吕保民平时就是个热心肠，谁
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主动帮忙，他的好人品四邻皆知。

吕保民当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获河北省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河北省2018年度优秀退役军人称号，
荣登“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危 急 时 刻 挺 身“保 民”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吕保民

道德模范

以“硬措施”抓好“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