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生约架 一人挂彩五人被罚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 祁宗珠）

高一学生小鑫和同学约架， 遭到对
方五人殴打，警察赶到时，小鑫满身
血迹躺在地上。

11月 7 日中午，西宁市公安局城
东分局林家崖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有人在祁连路火车站十字路口附近
打架。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十六七
岁的男生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
民警赶紧将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经
过处理后，在民警的询问下，男生讲
述了事情经过。

被打伤的男生叫小鑫，是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一中学的高一学生，11
月 6 日，小鑫和隔壁班的同学阿帆因
为琐事在宿舍发生争吵， 二人因此

结怨，并且相约第二天回西宁各自找
人打架。

11 月 7 日中午， 阿帆与小鑫到
达西宁，两人在火车站附近碰面。 不
一会儿，阿帆叫来了四个帮手，其中
一人还开着车， 而小鑫只身一人，阿
帆让小鑫赶紧叫人。小鑫一看对方人
多， 害怕被打， 但是不知道叫谁，只
好给叔叔打电话求救，没想到电话一
直没能打通。

大概 40 分钟后， 见小鑫还是没
找到帮手， 阿帆等人早已不耐烦，连
拉带扯把小鑫拖进了附近的一处工
地， 开始对小鑫拳打脚踢。 这时，工
地上的工人看到有人打架，纷纷赶过
来劝架。

阿帆五人见状， 打算把小鑫拉到

车上，带到别的地方继续打。小鑫拼命
反抗，一人从车上拿下来一个扳手，又
对小鑫一顿暴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阿帆五人随后离开。

11 月 9 日， 根据小鑫提供的信
息，民警前往大通，在学校找到了阿
帆。 见到民警后，阿帆承认，自己叫
人殴打了小鑫。 他找来的四个帮手
中，一人是他的哥哥，其他三个人都
是他哥哥叫来的。随后，民警找到了
正在上高二的阿帆的哥哥及其他三
人。

目前，阿帆等五人因故意伤害他
人， 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被
处以罚款 500 元。小鑫因遭殴打导致
鼻骨骨折， 目前还在做伤情鉴定，案
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被打捞上来的牦
牛。 图片均为通讯员

李彦杰 摄救援人员破冰打捞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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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双岗促服务，树特色
党建联建，基层党建区域化：按照“共

创、共建、共赢”工作理念，以构建区域化大
党建为宗旨，居委会整合资源，统筹协调辖
区各领域资源。

● 5 月与共驻共建单位五三六医院开展了
以“关爱健康，免费义诊”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
座和免费体检活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与共驻共建单位长青小学，开展了“庆‘六一’
心阅心语展演”活动；●“七一”前夕，与在职

党员对接单位联合开展了“西宁人看西宁之参
观青海省科技馆”活动，党员们唱红歌、送贺
卡、重温入党誓词，共同欢庆党的生日；●9 月
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与医院携手举办了“关
爱农民工、义诊送健康活动”，为辖区农民工送
上了“健康大礼包”，义诊活动中，医院为辖区
居民、建筑工人免费体检，免费发放降压药、感
冒药、皮肤病治疗药、眼药水等常用药品；●居
委会党支部还积极组织在职党员参加义务劳

动，开展入户走访慰问，宣传创城知识等活动。
●11 月 12 日， 社区与居委会在长青小学开展
了创城知识“进校园”活动。

文化联谊，党群活动常态化：●端午节
前夕，居委会与在职党员联点单位在日间照料中
心举办了包粽子比赛，并为辖区空巢老人送去了
粽子和节日的问候；●古尔邦节和中秋节来临之
际，开展了“民族牵手手相握·心心相连”喜迎
“双节”主题联谊活动，猜字、唱“月”字歌、炸馓
子、做月饼等游戏；●7 月在医院开展了庆“八
一”军民鱼水情·共建和谐区的军民联谊会；●组
织辖区书画爱好者组建了墨艺苑书画社，8 月书
画社在社区大学堂书画室举办了首届青少年特
长培训班；●书画社与社区党工委联合开展了以
“勿忘国耻，爱我中华”为主题的书画展，共展出
国画、书法作品 40 余幅。

治安联防，居民生活幸福化：●组建“党
员义务巡逻队”， 每天由党员佩戴袖章轮流带队
巡逻，提醒居民注意防火和排除安全隐患，保护
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组织开展民主法
制教育，增强职工、居民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
法，并积极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8 月
邀请西钢安全环卫处职工为辖区单位、企业进行
关于安全生产知识的讲座，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服务联办，居委工作优质化：●在居委

会党支部牵头下，共同开展帮困助学、扶贫救弱、
便民服务等活动；●10 月成立了居委会党员“爱
心救助基金”，向和困难职工献爱心，使“五保”
对象、残疾人、贫困户和下岗职工的生活有人问、
有人管、 有人助； ●在居委会设立 “亲情代办
点”，开展便民利民服务，为残疾人、老年人实施
全程代办服务，为居民代缴电费、电话费、开居住
证明、老年证等业务；●此外，居委会经常组织工
作人员到商建家属院探望瘫痪在床的空巢老人，
为老人打扫卫生、购买基本生活用品，代办了残
疾证；●为困难户家庭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孙子代
办了大病救助；●为患智力 3 级残疾的三无老人
联系福利院，并顺利办理入住。

设立党员先锋岗，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先锋岗党员做到“六个带头”。 即:带头维
护社会稳定、带头美化社区环境、带头关心

困难群众、带头调解邻里纠纷、带头开展文
体活动、带头繁荣社区文化，坚持党员履诺
践诺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自己的
先锋模范作用。

设立党员志愿岗，推进志愿服务建设：
设立党员志愿岗， 义务宣传党的方针和政
策，努力做好党的工作，参加义务巡逻、矛
盾调解、帮扶救助，对于不折不扣完成布置
的各项工作，推进党员志愿服务“一传十，
十传百”，营造人人参与志愿服务，人人热
爱公益事业的良好氛围。

居委会特色“四联双岗”文化
★居委会党支部建立健全了每半年召

开一次联席会议制度、 共驻共建联络员制
度、驻区单位共驻共建承诺制、共驻共建奖
评制度；签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建立了共

驻共建工作台账， 做好了居民人口登记工
作，流动人口的核查、登记和管理，为开展“四
联双岗，全心服务”工作提供了机制保障。

★居委会党支部建立了党建 QQ 群
网络“微平台”。 QQ 群号：228071658228
名称：DLH微论坛，辖区党员积极加入到了
“DLH微论坛”的微平台活动中来，在辖区
建设中“献力、献言、献策”，让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焕发夺目的光彩。

城东区富强巷社区德令哈路居委会
“四联双岗”机制 抓好服务促党建

城投贷款公司与居委会主任一起为辖区
困难户家送去面和油

古尔邦节，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炸馓子

德令哈路居委会举行了“展示女性风
采”手工艺品展示评比活动。

墨艺苑书画社在社区大学堂书画室举
办暑期少儿特长培训班

医院护士为农民工进行免费体检

富强巷社区德令哈路居委会以“党建联
建、文化联谊、治安联防、服务联办”为出发
点，结合辖区单位资源优势及工作特点，积极
挖掘整合辖区有利资源， 不断提升服务和党
建工作水平。

本报记者 季蓉
通讯员 马瑞 郑云云 文/图

消防官兵破冰打捞 22 头牦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彦杰 记者 李占

轶）11 月 14 日 9 时 40 分，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多县花石峡镇冬给措纳湖附近，一牧
民家的牛群在湖边饮水时，冰面突然发生
坍塌，导致 22 头牦牛落入冰湖。

事故发生后， 玛多消防大队官兵赶
赴现场救援。 事故发生地距离玛多县城
近 150 公里，两个多小时后，消防官兵到
达现场。 经过勘查，一共有 22 头牦牛跌
落到冰湖中，并且已全部死亡，牧民面对
横七竖八的“冰冻牛”不知所措。

由于落水牦牛被牢牢冻在冰面上，救
援人员首先展开破冰作业。 冰面破开后，
消防官兵冒着冰面随时坍塌的危险，利用
消防斧、 铁铤等工具下到刺骨的冰水中，
将牦牛固定后，利用抢险救援车牵引至岸
边。 两个多小时后，22 头牦牛被成功打捞
上岸。

牧民告诉消防官兵， 一头大牦牛约
8000 元， 小的也要 6000 元，22 头牦牛全
部死亡，牧民损失近 15 万元。

马大哈丢钱包
好心店员归还

本报讯 （记者 贾雪琦 杨婉莹）11 月 14 日 10 时
许，市民张先生接到一个电话，称他的钱包在火锅店里，
让他快来取。张先生一翻衣兜，发现钱包确实不见了。张
先生一算，钱包消失了 12 个小时，但他全然不知。

“要不是火锅店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我都没发
现钱包丢了。 ”张先生说，13 日 18 时，他在北大街一
家火锅店吃饭，当时把外套挂在靠背上，钱包很可能
从兜里滑出来了。

“真的非常感谢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要不然钱包
里的银行卡、证件、现金丢了，真是太麻烦了。 ”张先
生说。 11 月 15 日 13 时许，记者找到了给张先生打电
话的店员李迪。

李迪说，她是 14 日 9 时许发现钱包的，后来便把
钱包交给吧台，再通过包间预订电话找到了张先生。在
核对钱包内身份证的信息后，她将钱包还给了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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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摆满了被冻
死的牦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