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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夫妇俩不等不靠摘“穷帽”

★微信★

要幸福就要奋斗，要脱贫就要实干。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门源回族自治县东川
镇坚持扶贫先扶志，注重在贫困群众中扶
思想、扶观念、扶信心，积极培育“脱贫
光荣户”，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领，把
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志气扶起来。在东川
镇甘沟村，村民马占军一家身患残疾，却
靠着坚韧的毅力、乐观的心态和勤劳的双
手，不仅成功实现了脱贫摘帽，而且成为
了东川镇“脱贫光荣户”中的一员。

雪后的东川镇甘沟村显得宁静而祥
和，一排排整齐的瓦房矗立在水泥道路两
旁，处处是崭新的新农村景象。来到马占
军家，院内收拾得干净整洁，勤劳能干的
他正在喂牛，老伴儿也忙着收拾家务，炉
中的火焰，使一股股灼热的温度扑面而

来，整个屋内温暖而温馨。在与马占军聊
天中得知，他 25岁那年从甘肃来到东川镇
做了上门女婿，这一住就是 25 年，老伴儿
马占莲和女儿马永芳患有重度语言障碍疾
病，家里的经济重担全靠马占军一个人，
虽然生活有些拮据，但在夫妻俩的操持下
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天有不测风云，马占
军 38 岁那年，被医院确诊为视网膜脱落，
治疗过很多次，效果一般，现在他只能看
见微微光亮，被鉴定为视力一级残疾，但
马占军依然很坚强、很阳光，他笑着说：

“我们夫妻俩形影不离，我看不清楚东西，
她就是我的眼睛，她听不见声音，我就是
她的耳朵。”

2015年马占军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因地质灾害，2016 年易地搬迁

让马占军一家住进了新家，村里配套修建
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他家的居住条
件有了明显改善。经过各级干部的不懈努
力和多次沟通，夫妻俩心里明白，等靠要
的心态摆脱不了现状，要想彻底摘掉头上
的“穷帽子”，还得靠自己的双手。于
是，他俩决定抛开一切困难，根据自身情
况，向农商银行申请了“530 贷款”，购
买西门塔肉牛，开始发展养殖业。马占军
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对养殖业的兴趣，很快
就掌握了养殖技术，从起初的一头牛增加
到现在的四头牛。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马
占军夫妻俩坚持让女儿马永芳接受康复教
育，说起女儿，马占军满脸的幸福，女儿在
学校时，很努力，成绩很优秀，现在毕业了

还可以打工赚钱了，每年回家都带钱给家
里，一下子家庭收入从以前一年四五千元
增加到现在的三万多元了。“我脱贫我光
荣”，不等不靠，依靠党的惠民政策自力更
生、摆脱贫困、成功摘帽，像马占军一样

“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脱贫光荣户
们，日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东川镇党
委政府通过评选、表彰脱贫致富示范户等
活动，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激发全镇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在全镇营造了“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帮助贫困群众树立
战胜困难和摆脱贫困的信心，切实改变过
去“等靠要”的陈旧观念，提升贫困群众
自主脱贫能力，为全镇脱贫攻坚注入了正
能量。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马
秀之）“您好，请问您是马某某离婚一
案的承办法官吗？”几名年轻的男女来
到法院，询问着该案的承办法官。原
来，他们是李某诉马某某离婚纠纷一
案当事人的子女，他们向法官详细讲
述了此次前往法院的目的。

承办法官从子女口中了解到本案
当事人李某与马某某因家庭琐事发生
矛盾，导致马某某对李某家暴，母亲一
气之下将父亲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近日，李某又因重感冒只能在女儿家
中静养，不能出庭，儿女都不希望父母
离婚。承办法官决定前往李某女儿家
巡回审判，并打电话告知本案被告马
某某前往女儿家，与法官会合。在原告
女儿家中，一张桌子，几个板凳组成了
简单的法庭，原告李某陈述着自己遭

遇的不公，被告马某某也向法官解释
到自己一时冲动，希望原告再给自己
一次机会。承办法官听完原、被告的陈
述后，不仅详细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家
人讲述了家暴的危害，还介绍了《婚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等相关法律知识，被告马某某听到法
官关于妇女保护的讲解后，当即保证
再也不家暴，并请求原告李某跟自己
回家，他愿意伺候原告李某病情痊愈，
珍惜自己的老伴，本案经调解和好圆
满结案。

近年来，祁连法院为方便群众诉
讼大力开展巡回审判，不仅解决了个
案纠纷，宣传了相关法律知识，而且把
法律服务精准供给到群众家门口，更
加实现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目标。

祁连成立综合执法服务队

巡回审判化纠纷 普法宣传进家庭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晏县瞄准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这一目标，坚持“开门
搞教育，一线解民忧”，用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立足群众最关心、基层最普遍、矛盾最集中、一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设
“民意直通车、新闻曝光栏、群众来访日”三大民情收集平台，开展“献言海晏
‘四区’建设、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献策活动，面对面听群众意见、找突出
问题，先后接待群众49人次，收集意见建议103 条，协调解决问题45个。

海晏：开门搞教育 一线解民忧

本报记者 滕继伦 马智尧 通讯员 贺红兰 韩丽

本报讯 （记 者 马 智 尧
通讯员 段维梧） 为传承门源
回族自治县书画文化艺术，
营造吉祥喜庆的节日氛围，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1
月 2 日 ， 由 门 源 县 委 宣 传
部、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主办，门源县福鑫原生态文
化开发贸易有限公司协办的

“书画迎新春、墨香暖人心”
春联书画展在浩门镇金源广
场举行。

活动中，来自各条战线
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将一
幅幅作品送到老百姓手中，
使文化通过活动传播得更深
更远。同时，书法家和书法
爱好者以此次活动为基础，将继续深入
乡镇村社为广大群众书写春联，文化暖
民行动由此拉开帷幕。

门源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基
础，多才多艺的群众创作了很多文艺精品，
从书画到书籍、从社火到皮影戏、从喜剧到

歌舞，无不展示着厚实的文化根基。每逢新
春佳节，门源县都会组织广大书法爱好者深
入基层，为广大群众现场书写春联，并送
戏、送书上门，使春节的文化氛围更加浓
厚、文化底蕴更加厚实，文化过年逐渐成为
时尚。

春联书画展办进广场

本报讯 （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周艳
红） 去年，祁连县把探索开展乡镇综合执
法服务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和全面推进法治祁连建设的具体
措施，以推进“一核四治四微”社会治理
体系为契机，坚持执法力量整合、执法重
心下移，在八宝镇组建了首支乡镇综合执
法服务队。

祁连县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重
心下移的原则，以八宝镇为试点，在不增
加编制、不增加人员、不增加财政负担的
前提下，通过整合执法资源，下沉执法力
量，抽调住建 （城管）、自然资源、生态环
保、林业草原、劳动监察等 20个部门的 20
名专业执法人员组建乡镇综合执法服务
队，乡镇分管领导担任队长，具体承担辖
区内综合执法服务工作，实现乡镇一支队
伍管执法。同时，镇、村 （社区） 两级充
分发挥村警、网格员等社会力量，加大对
违法违章、安全隐患等执法信息的摸排梳
理，并及时调度统一开展执法服务工作，
树立执法威信，提高执法工作实效。

祁连县参照北京市“街巷吹哨，部门
报到”的社会治理模式，赋予乡镇党委统
一调度权，建立“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的联动执法机制，推行统一领导、整体联

动、快速响应的执法联动模式，实现了由
部门单一执法向综合执法的转变。对乡
镇、村 （社区） 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发现的
违法违章等问题隐患，由乡镇主要负责人
通过“吹哨”，统一调度执法服务队相关人
员，组织开展综合执法服务，及早发现潜
在的违法状况，处置群众反映的违法行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改变以往
乡镇有责无权、责大权小的现实困境，解
决了过去行政执法中长期存在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
不见”等问题。

同时，建立部门、乡镇联系制度及定
期例会制度、问题研判制度。推进乡镇与
部门共建互补，将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
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执法服务事项，充分发
挥乡镇、村 (社区)主动发现问题的自治功
能和部门有的放矢的目标执法功能。乡镇
与县直行政执法部门的双向互评工作将评
价结果纳入单位、个人年度考核结果，推行
乡镇党委“吹哨”事项审核负责制，部门执
法人员“报到”、执法情况评价制。严把“吹
哨”事项关，由行政执法部门对乡镇“吹哨”
事项给予评价，乡镇对部门及抽调执法人员
响应、报到、执法情况评价反馈，通过互评
提高执法实效。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邵
平）2019 年 12 月 11 日，祁连县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成功受理首起网上跨
域立案案件。至此，祁连法院开启网
上跨域立案新征程，也标志着祁连法
院立案方式多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事人常某某起诉张某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按照法律规定，应由甘肃
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管辖,但经
祁连法院工作人员介绍跨域立案方式
和过程后，常某某决定在祁连法院通
过跨域立案方式立案。立案庭负责跨
域立案的工作人员拨通该管辖法院立
案庭的电话予以告知，并将常某某提
交的诉讼材料发送到管辖法院初步审
核，待管辖法院通过审核后，跨域立案
也就完成。仅用时 20 分钟，就办完了
当事人需要往返 400 多公里路程办理
的业务。

跨域立案是新形势下祁连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措施，既减轻
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满足了当前经济
水平发展带来的各种诉讼矛盾需求，
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让法院
多服务”的理念，对提升立案工作质
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打开
了祁连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的新局
面。

祁连县人民法院立案方式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