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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亮）4 月 28 日至 29 日，第 53 届商州城区门
球流动红旗赛在莲湖公园人工草坪门球场举行。

据了解，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提出了以
“群众体育惠民、竞技体育创强、体育产业增效”为目标，以“办赛事、兴
产业、惠民生”为主线的全民健身战略。全市目前有足球协会、老年体
协、网球协会、篮球协会等体育类协会近 200 个，以公园广场为聚集地
的健身站点 1000 多个，新建了室外篮球、乒乓球、网球、门球和笼式足
球等场地。

本次比赛由市老体协主办，市委党校承办，共有来自市供电局、市
委党校、市电信局等 10 支代表队 80 多名门球运动爱好者参赛，队员以
退休职工为主，年龄最大的已 88 岁。经过两天 26 场激烈角逐，商州自
强队获得第一名。据市门球协会主席徐焕焕介绍，举办此次比赛旨在
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为门球爱好者切磋球技、增进友谊、交流感情
搭建平台，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同时，她表示，希望更
多的人关注和重视门球运动的发展。

商州城区门球流动红旗赛开赛

本报讯 （通讯员 黄 肖）今年以来，洛南县人
民检察院通过五项措施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促进司
法公正，打造“阳光矫正”检察监督品牌。

专业的业务素能是依法履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的基础。洛南检察院干警通过多种方式自我“充电”，
强化自身业务素能，为依法履职提供理论支撑。通过
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陕西省社区矫正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干警基础法律知识。组
织干警集中学习最高检发布的社区矫正相关典型案
例，收集相关社区矫正类职务犯罪裁判文书进行研
讨。多次与兄弟县院就社区矫正监督模式、方法、监
督重点、注意事项及结果运用等内容进行交流探讨，
取长补短，取得了有益的收获。

洛南检察院对各镇司法所持续开展专项监督活
动。对需要监督的事项进行认真汇总，制定规范化
监督方案，明确监督的程序和内容，通过规范化监督
促进社区矫正部门规范化执法。充分运用多种方式
进行监督，通过查阅档案资料、现场询问、抽查矫正
对象、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以多方位监督
促进社区矫正部门加强执法。将监督结果现场告知
司法局和司法所，由司法局对镇司法所的工作进行
点评，以督促改，既是监督，也是提醒，更是对社区矫

正工作的促进。
洛南检察院强化检察监督职能的同时积极能动

履职，对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关爱，由“单一
法律监督”向既注重法律严肃性又注重人性化的“双
注重”模式转变。在社区矫正监督中了解到社区矫
正对象有生活困难的，在监督的同时及时向司法所
及所在社区了解其生活、生产状况，对其伸出援助之
手，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必要的生活救助，帮助他们重
拾生活信心，使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激发积极改造
热情，顺利融入社会。

洛南检察院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监督方式和内
容，以矫正对象的权益保障为切入点，不断将监督细
化。在社区矫正监督过程中以权益
保障为基础，从粗放式监督向精细
化转变，在履职过程中以能动履职
为核心，充分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
活动，了解辖区内每名矫正对象的
生产、生活，近期表现情况，充分保
障其在矫正期间的各项权益。同
时，将监督关口前移，实现了对训诫
谈话活动的全程参与，同步监督，保
障被训诫人员在整个训诫过程中的
各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洛南检察院打造“阳光矫正”监督品牌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小丽）4 月 27 日，柞水县为部分退役军人及
优抚对象颁发首批优待证。

退役军人代表汤有亮激动地说：“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今天领到这
张珍贵的优待证，是我戎马生涯的见证，是党和国家给我们退役军人的
关心和荣耀。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更要做到退役不褪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切实担负起退役军人的责任和义务！”老兵们纷纷表示：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发扬军人作风，为建
设柞水作出自己的贡献。”

优待证是退役军人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彰显荣誉
的载体，享受优待的凭证。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制发、统一编号并以
加密方式储存于优待证芯片内，提供数据服务使用。持证人可凭证享
受金融消费、机动车加油、快递邮寄、航空出行等多方面优惠服务。

柞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侯永亮在优待证颁发仪式上说：“目前，
柞水县 9个镇办退役军人服务站严格按照优待证办理程序和工作要求，
有序开展申领发放工作，计划在 6月底前完成全县发放工作任务的 60%
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县范围内充分利用微信、抖音、微博等媒体和
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让全社会知晓退役军人
优先优待的政策规定，推行优待证‘办、制、用、管’的闭环管理，进一步优
化服务，推动各项政策待遇落细落实，在全社会营造优待、尊崇退役军人
的浓厚氛围，切实增强退役军人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柞水颁发首批优待证

③ 4月29 日，全市烟草系统青年职工70 多人利
用近期墒情较好的时机，来到洛南县四皓街办樊村岭
开展“抢农时、助移栽、办实事”志愿服务活动，帮助烟
农移栽烟苗。

（本报记者 王江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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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初，得知组织上要选派
新一轮驻村第一书记，镇安县委党校高
级讲师、科研室主任汤正华第一时间报
了名。7 月 26 日，他带着铺盖和生活用
品，来到永乐街办八亩坪村，开始了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他说：“我在农村
长大，对农民有一份情怀，总想找个机
会，为农民群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建强全村“火车头”

去年 8 月，八亩坪村党建工作月度
得分在街办评比中排名靠后。汤正华
立即分析失分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分
解党建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制作党建
应知应会手册，组织党员干部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
度，使村党支部的业务工作逐步规范，
去年 10 月以来的党建工作排名均处于
全街办的中上游。

汤正华充分发挥党校职能优势，结
合村上的重点工作，组织帮扶单位和村
党支部开展“党建领航栗乡红、四共结对
谋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实现每月都有主
题党日活动，为该村创建了“乡音党课开
讲啦”党建教育品牌，做到每季度至少讲

一次“乡音党课”，先后探索出门前村头
“板凳会”、农家院落“故事会”、庄稼地里
“现场会”等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以鲜
活生动的方言土话讲政策、讲道理、说故
事，开展乡村产业、乡风文明、人居环境、
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宣传，取得明显效果，
村党支部这个“火车头”的凝聚力、战斗
力与号召力得到增强。

拓宽产业“致富路”

八亩坪村山大沟多、立地条件差。如
何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脱贫户增收，是
摆在汤正华和村两委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他与村干部一起，在入户走访期间，
客观分析区位优势和面临的难题，大力
宣传党员发挥致富带头作用的意义，动
员村民发展核桃、畜牧、药材等产业，讲
解外出务工就业的优惠政策，为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招商引资，为返乡成功人士
的创业出谋划策，想方设法拓宽村集体
和村民的产业致富路子。

驻村以来，汤正华为村两委会引进
的灯具厂争取苏陕协作资金 50 万元，实
现产销两旺，指导党员致富带头人新建
16 亩草莓园 1 个，发展种植、养殖大户 6

户，建红仁核桃园 100 亩，建中药材 150
亩，吸引返乡青年成立建筑工程队 2 个，
全村务工就业 1200 多人，累计发展核
桃产业 4000 多亩，中药材产业 1000 多
亩，养殖猪、鸡等 3000 多头（只）。为了
解决技术难题，他邀请涉农部门技术人
员、建筑行业和当地“土专家”现场指
导，提供技术服务。去年 11 月底，他了
解到该村二组一户人家腊肉愁销路，便
拍了一组腊肉照片发到朋友圈，很快就
有网友留言，问价钱、问地址。不久，这
户人家的 100 多公斤腊肉便销售一空，
收入 4000 多元。

解决群众“愁盼事”

在驻村工作日志本上，汤正华详细记
载着村里的大小事和村民的忧愁家事，并
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好群众的“愁盼事”。

去年汛期，他和村两委会组织“四支
队伍”成立防汛应急抢险突击队 3 支，入
户宣传、张贴撤离明白卡 42 份，抢修搬
迁点饮水渠，通过申请危改等方式为 14
户受灾严重户解决了住房安全问题。对
接县委党校筹措资金 1 万元，发动教职
工捐款 3000 多元，助力灾后重建。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他和村干部向群
众宣传防控政策，敲门入户排查，对全村
农户实行网格化管理。在防返贫动态监
测帮扶工作中，他带头包抓 10 户脱贫
户，坚持每周走访重点监测户，和脱贫户
面对面交谈、心贴心沟通，听民声、解民
意。

汤正华经常活跃在田间地头,往来
于家家户户，依据法律法规、村规民约、
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及时化解邻里瓜葛
和赡养分配、林界地畔等纠纷。处理过
几起矛盾纠纷后，他不断总结经验，为村
里建立了“有事好商量”矛盾纠纷调解机
制。大家有事都找村组解决，做到“大事
不出村、小事不出组”，村上邻里之间，组
与组、片区与片区之间，呈现出和睦相
处、互帮互助的良好局面。

对八亩坪村的发展振兴，汤正华和
村党支部一班人也早有谋划。对该村四
组长哨跨河大桥、五组生态康养农业观
光园、二组通组产业路硬化、农村社区服
务中心建设、建筑垃圾处理厂等驻村兴
农项目，已经列入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会 2022 年“千名党员驻村兴农”工程赶
超行动方案之中。

驻 村 兴 农 办 实 事
——记镇安县永乐街办八亩坪村第一书记汤正华

本报通讯员 陈 萍 全玉红

① 4 月 26 日，市巾帼志愿者协会举办 2022 年第
一季度患者生日会，为患者送去关怀和温暖。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血液是一种流体组织，在心脏推动下
循环流动于心血管系统中，它是人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血液由红细胞、白细胞、血
小板、血浆等成分组成。人体血液占体重
的 8%左右，一个体重 50 公斤的人约有血
液 4000 毫升。正常情况下，这些血液只
有 80%在血管内运行，其他 20%的血液贮
存在肝、脾以备人体急需。人们习惯地把
这称作人体的“小血库”。当人体从事剧
烈活动或少量失血时，贮血库中的血液会
立即释放出来，参与血液循环，以维持人
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人体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血量
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动是经常发生的，而且
对健康并无妨碍。人体失血后，先是血浆
中的水分和无机盐类在 1-2 小时内，由组
织液渗透入血管而得到补充；其次，在一
天左右时间内，血浆蛋白浓度可以恢复，
这是由于肝脏加速合成蛋白质的结果。
红细胞恢复稍慢，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即 可 补 足 失 去 的
红 细 胞 。 血 液 本
身 具 有 旺 盛 的 新

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每刻都有大
量的血细胞在衰老死亡，献血后反
而会刺激人体造血功能更加旺盛，
加速血细胞的生成，促进血液的新
陈代谢，以适应机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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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罗来成）
近期，镇安县青铜关镇扎实开展

“访群众、出实招、解矛盾、保稳
定”工作，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化
解纠纷，维护基层平安稳定。

青铜关镇坚持党政同责，实
行领导包案，信访初访责任制，每周确定一名坐班领导接待群众来访，
及时处理群众诉求。各包村领导每天要对辖内的矛盾隐患进行摸排和
梳理，各村支部书记向镇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有事报情况，无事报平
安，以便矛盾隐患早发现、早制止、早化解。

全镇畅通干群渠道，在每个村公示栏公布干警、干部联系电话，开
村情民意座谈会，面对面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落实矛盾化解镇
村同责，开展“百名干部入户百日排查矛盾纠纷”活动，100名干部、388
名片长深入 2万多户群众家里，排查问题。能当日解决的立即解决，解
决不了的问题集中研判，集中化解。发动群团组织、妇女组织、驻地单
位、镇“七站八所”干部作用参与接访，做到快速反应，高效接待。

青铜关镇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要求工作人员把群众诉求听清楚，把
政策法规讲清楚，把受理案件告知清楚，落实群众“最多跑一次”制度。
全面落实重点案件包抓责任制，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37 件。融合

“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844”工作机制落实，形成了全镇上下
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青铜关镇多举措维护基层平安稳定

4月29日，商州区检察院干警走上街头，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宣
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向市民讲解有关知识，鼓
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平安商洛·法治商洛

② 5月1日，商洛学院青年志愿者来到金凤山公
园和丹江公园，开展“文明旅游、从我做起”主题宣传
活动，向群众发放文明旅游公约宣传册，制止不文明
出游行为。

（本报记者 方 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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