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9月19日，在全国社会综合治安综合
治理表彰大会上，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
院白云热线办公室主任念以新荣获“全
国社会综合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称号。

20日晚上10:50分许，刚刚从北京返
回聊城的念以新告诉记者：“我这一辈
子，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遇到白云，
成了白云这样的检察官；没想到血液配
型成功，救人一命；没想到人民大会堂
受奖，总书记接见。”

念以新说：“能够走进大会堂，受
总书记接见，是我努力的结果，更是党
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是聊城人民大力
支持的结果，是聊城人民把我抬进了大
会堂。我得好好工作，好好为百姓服
务，报答党的关怀、聊城人民的支
持！”

念以新扎根白云民生服务热线 1 3
年，甘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螺丝钉。
他接听服务电话37400多个，接访4800多
次，资助困难家庭19个，助学捐资13000
多元。

在和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念以新
总结了“心要热，脑要灵，脸要笑，嘴
要甜，耳要听，手要握，身要平，腿要
勤”八要工作法，化解纠纷1290多起，

没有发生一起越级访和重复访，避免了
90多起刑事犯罪的发生。他带领热线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业绩：全国法
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示范青年文
明号集体、全国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他40次立功受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
作者”、“全国模范检察官”等荣誉称
号，并荣立最高人民检察院个人一等
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新时期的小
白云”。

做了这么多事情，念以新印象深刻
的一件事，是2014年12月份白云热线收
到的一封求助信。信中反映该村有个名
叫宋鸽的小女孩，母亲出走，父亲没有
血缘关系，加之没有任何出生手续，在
公安机关无法落户，孩子一大，上学问
题就凸显了出来。

“宋鸽2015年有8周岁，还没上学。
经过我们了解，孩子也确实不符合生源
条件。”念以新说，“虽然情况特殊，
但不上学是不行的，我们便开始想办
法，考虑到宋鸽家庭条件十分困难，找
个好人家收养，对孩子的成长也许有所
帮助。”

前前后后都联系好了，宋鸽家中76
岁的奶奶却又不同意将孙女过继出去
了，事没办成，这块石头却砸在了念以
新的心里。

此后，念以新一直盯着此事，联系
各相关部门给孩子落户口。2015年8月底

顺利给孩子上上了户口。
“ 9月 4日宋鸽顺利完成了入学报

名。”念以新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
之后又帮助了十几位像宋鸽一样没有户
口的孩子。”

多年来，念以新结了许多“穷亲
戚”。在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朱老庄镇
毛营村，蹲着走路的李占华见到念以
新，高兴得像见了亲人，让座、倒茶。
房间里地板擦得干干净净，院子里，黑
头羊在吃秸秆、肥鹅在“昂昂”地叫。
李占华说：“现在俺过日子的心劲儿可
足了！”

李占华肢体二级残疾，只能蹲着走
路，她小时候被遗弃，由哑巴养父抚养
长大。2014年，李占华给白云热线打电
话，说想要台电脑，在家里开网店。在
此之前，念以新捐献了290毫升造血干细
胞，挽救了一名15岁小姑娘的生命，区
检察院给了他2000元慰问金。念以新用
这笔钱给李占华买了电脑，帮助她圆了
梦。此后，隔一段时间，念以新就骑自
行车跑几十里，到李占华家“走亲
戚”，看看她还有什么困难，能帮一把
就帮一把。

2015年，念以新听说市民政局在开
展“爱心照亮未来”公益活动，为李占
华的儿子毛子豪申请了2 0 0 0元的救助
金。现在毛子豪在班里任班长，学习名
列前茅。

去年年底，一位四川的妇女，自称
是李占华的亲生母亲，前来认亲。李占
华问念以新认不认？念以新说：“要真
是你亲妈，为啥不认？你的养父已经去
世了，你多个亲人有啥不好？”做亲子
鉴定需要3000多元，念以新又和区妇幼
保健院联系，医院免费为她们作了亲子
鉴定，证明该妇女确实是李占华的亲
生母亲。

“ 看 到 李 占 华 找 到 了 亲
人，我真为她高兴！”念以
新说。

“有人问我，这么
多人找你，你能帮
过来吗？我说，
能帮多少就尽
力帮多少！
一 辈 子
学 白

云，
一辈子
做合格党
员，一辈子
为群众服务，
是我坚定的理想信
念！”念以新说。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陈卓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在全国2017年“最美家庭”评

选活动中，聊城市公安消防支队战勤保障大队
大队长、少校警官梁佃军家庭，被全国妇

联授予“2017年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这在全省公安系统是唯一一个获奖家

庭。
梁佃军与妻子明秋自由恋

爱，2012年步入婚姻殿堂。5
年来，夫妻相敬如宾，
互相关爱，既同时孝亲

敬老，又共同教育孩子。
为让丈夫安心工作，明秋上

班勤勤恳恳；下班挑起持家重
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从而

为梁佃军的事业发展拓宽了空间。生
活中他们不仅孝敬自己长辈，还想着敬

老院老人。不管多忙，他们每个月总要抽出
时间到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洗洗衣服，陪老

人们聊聊天。老人经济上有困难，他们总是慷慨
相助。寒来暑往，这种义德善举，梁佃军、明秋已

坚持整整10年。正是这样的家庭小爱，升华了梁佃军对
事业的大爱，每逢紧急任务，梁佃军总是勇往直前，身先

士卒。
2015年12月26日10点32分，聊城市东昌府区南湖小区4号楼

发生火灾。梁佃军带领4辆消防车12名官兵火速赶往现场。烟
熏火燎中，身背30多公斤的消防装备，7次往返于18层高楼，
烈焰蒸腾的险境中，5名被困群众因他获救。7岁的女孩，在火
灾中惊慌失措，他拖着精疲力尽的身躯，硬生生将她从死亡线
上背了回来。为保护女孩安全，身体滑倒时，梁佃军强撑着让
自己身体着地，最后导致右胳膊轻度摔伤。

11时许，增援力量到达，梁佃军因吸入大量浓烟出现咳
嗽、干呕、头昏等症状。但他不顾身体状态，靠着多次更换空
气呼吸器再次投入战斗。35分钟内，他在浓烟滚滚中7进7出，
连续救出5人，被现场群众称赞为聊城消防的“神勇哥”。

【相关链接】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平安聊城”。5年来，聊城市政法
系统着力构建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保障有力的政法队伍，涌
现出“全国社会综合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念以新；以
“案件审判精准到位、诉讼文书流畅细致，法律依据充分合
理、案件审结公平公正”，被授予“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荣誉
称号的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郑家人民法庭庭长徐泉林；
“民情日记”一尺多高，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聊城大
学派出所副所长、山东省优秀人民警察邢艳蕾；及刚刚入围国
家司法部与新华社、新华网联办“砥砺奋进的五年·司法行政
故事.最美普法人”候选人的聊城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市普法
办主任吕佩军等一大批模范人物。他们为保障聊城经济发展，
构建聊城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甘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螺丝钉 获评全国社会综合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念以新的三个没想到

消防“神勇哥”

用爱写出“最美家庭”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去年7月，聊城市第二批6名援青干部
接过援建接力棒，从鲁西平原，跃升到海
拔3300多米的青海湖畔。

地处青藏高原的刚察县，全年平均气
温零下0 . 6℃，是海北州海拔最高、条件
最艰苦的县，也是全州唯一的五类县。

“能代表600多万聊城人民来这里工
作，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
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干好。”谈起1年
来的酸甜苦辣，在刚察县旅游局任职副局
长的李波感慨不已。

在刚察县教育局，陈海蓉是有名的
“拼命三郎”。刚到刚察没几天，她就
组织全体教研员、各中小学教学副校
长，对各学校、幼儿园教学常规工作进
行摸底，6天时间，走遍了全县8所中小
学及幼儿园的每个角落。“她每天从早
7点干到晚上八九点，我们这些土生土
长的刚察人都有些吃不消。”住在陈海
蓉宿舍对面的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杨卓

玛发现，陈海蓉宿舍的灯经常会亮到深
夜一两点钟。

因家庭条件等原因，刚察牧区仍然存
在学生辍学现象。在刚察县民族寄宿制初
级中学任职副校长的张西坤利用开学前的
时间，前往泉吉乡和哈尔盖镇进行为时两
天的家访。正值夏季放牧季节，牧区的孩
子跟着家人到大山深处的草原放牧，找个
学生要跑很远的路。张西坤家访的第一天
就遭遇大雨，路上随处可见山坡上滚落的
石子。终于，他成功劝说几位辍学的孩子
重新返校。

“讲认真、能吃苦、作风硬、敢担
当！”刚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袁有成对
聊城援建干部不吝赞美之词。

截至目前，刚察县到位山东援建资金
物品折合3621 . 6万元，除列入规划的援建
资金2592万元，额外争取资金物品1029 . 6
万元。年度投资326万元的刚察县乡镇垃
圾中转站建设项目全部完成；投资66万元
的刚察县藏医院远程会诊教学系统建设项
目顺利交付使用……

雪域高原绽放聊城人风采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9月23日，聊城市蒲公英行动志愿者
协会的5名志愿者，驱车跑了100多公里，
为10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发放了5000元的助
学金。

蒲公英行动志愿者协会是聊城市在
民政部门注册的第一个社会公益组织。

7年来，蒲公英行动志愿者协会会
长、蒲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苏金生带
领伙伴们开展了765次公益活动，资助了
597名品学兼优的学子，建立了75个助学
站，6个乡村学校图书室，在16个乡村中
学设立了“阳光励志奖学金”，奖励了
454名优秀中小学生。总行程达到了19000
余公里。募集发放善款约70余万元。

近年来，聊城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
般发展起来。截至目前，全市在民政部门
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已经达到1100余家，
其中市直社会组织400余家。他们帮助自
闭症儿童、陪伴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寻
找并救助家庭困难的未成年子女；他们义

务教孩子学习中国古典文化、诵读古典国
学；他们不以赢利为目的，以公益之名行
爱善之举。

各部门各单位也纷纷成立爱心组织，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聊城市国税局组
建了“青年志愿者团队”、“水城先锋党
员志愿者”等多个志愿者服务组织，组织
开展“文明出行”、“慈心一日捐”、
“义务献血”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善心传
递温暖。志愿者资助贫困学生为农村贫困
户建房修屋，3年来，累计捐助资金超过
100万元。

聊城的志愿服务项目，不少已经成
为品牌。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开展的
“萤火虫健康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医院
志愿者走进社区和周边乡村进行免费义
诊，4年来吸引了383名志愿者的参与，
截至目前，已服务社区、村庄182个，
义诊9800余人次，行程12000多公里，受
益群众10万余人。该项目在2016年荣获
“山东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和
“聊城市志愿项目大赛银奖”。

志愿服务情暖一座城

①市民文化丰富多彩
②9月23日，念以新在湖北社区参加公益活动，和孩子们互动
③城市一隅
④在聊城临清市康庄镇马厂村，农民献血队的队长张继友在展示自己的献血证。他组织的农民献血队，6
年献血20多万毫升
⑤东昌湖掠影
⑥长虹卧波，全域水城呼之欲出

□赵玉国 孔政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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