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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岸萌
实习生 汪莎

本报讯“公益性岗位让
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
俺也跟城里人一样能上班拿
工资了。”11月 17日，汝州市
寄料镇车厂村村民姜延峰笑
着说。

从 11月初开始，汝州市
人社局陆续指派专项工作队
到各乡镇（街道）宣传乡村公
益性岗位政策，对“脱贫户”

“三类户”家庭劳动力开展调
研，了解相关人群的就业状
态和就业愿望。

截至目前，汝州市人社
局使用就业补助资金共为
全市11个乡镇（街道）的“脱
贫户”“三类户”家庭劳动力
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213
个，使“无法外出、无法就
业、无力发展”的困难人员
走上工作岗位。其中全日
制岗位 22 个，待遇 1700 元/
月；非全日制岗位191个，待

遇500元/月。
在寄料镇车厂村，“脱贫

户”姜延峰通过个人申请，村
代表讨论、审议，公示等流
程，当上了一名公益性岗位
保洁员。

“乡村公益性岗位保民
生之本，稳就业之基。对
那些无法外出又想找点事
儿做的‘脱贫户’‘三类户’
家庭劳动力，要按照简办、
快办的原则，尽快安排公
益性岗位让他们就业，为

他们提供生活保障。”汝州
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胜伟说，乡村公益性岗位
安置实行“按需设岗、以岗
定 人 ”的 原 则 ，只 要 有 需
要，他们将持续开发乡村
公益性岗位进行安置。后
续工作中，他们还将开展
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用人单位）对乡村公益性
岗位的管理方面的指导工
作，不但要用对人，更要用
好人。

公益性岗位让“脱贫户”“三类户”家门口就业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11月 17日下午，
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
告，18日至20日我市多雾和
霾，20日夜至22日我市将出
现大风寒潮天气。

据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
绍，受静稳天气影响，预计18
日到20日白天，我市大部地

区多雾和霆天气。受南下较
强冷空气影响，我市20日夜
到22日白天，全市西北风5到
6级、阵风8到9级。20日起
全市气温逐步下降，22日我
市最高气温6℃～9℃，西部
山区降至0℃～4℃。23日凌
晨最低气温预计在-3℃～
0℃，西部山区在- 9℃～-
5℃。与前期相比，最低气温

降幅 8℃到 10℃，局部地区
12℃左右。另外20日凌晨到
夜里，全市大部有小雨，西部
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

气象专家提醒相关部门
和广大市民，此次大风寒潮
降水过程有利于污染物扩
散、改善空气质量，但大风、
降温对设施农业、居民生活
等有一定不利影响，需防范

大风寒潮雨雪天气对交通运
输、城市运行、室外广告牌等
高空悬挂物的不利影响。

18日白天到夜里，晴天
到多云，偏南风 3 级左右，
20℃～7℃。 19 日，多云，
7℃～18℃。20 日，阴天转
小雨，西部山区阴天转雨夹
雪或小雪，东北风3到4级，
9℃～15℃。

雾霾寒潮接踵而至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张警官，太感
谢您了！如果不是您，我也
许就真的没命了！”11月15日
下午，郏县居民小艳（化名）
专程到郏县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将一面印有“一心为
民，热情服务”的锦旗送到接
警员张皓手中，感谢她耐心
劝说救了自己的命。

据郏县公安局宣传科
负责人介绍，11月 10日 17时
许，郏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

警台电话骤然响起，接警员
张皓拿起电话，一个低沉的
声音传来：“我活着没有意
义了，希望你能转告我的家
人，不要为我难过。”小艳的
电话让张皓的神经一下紧
绷起来，凭借多年的丰富工
作经验，她迅速冷静下来，
温声细语地对小艳进行劝
导。小艳一边哭泣一边向
张皓倾诉道：“家人催婚，我
活得很累，两段感情都以被
伤害告终，生活没有希望
了，不想活了……”张皓多

次问起小艳所在的具体位
置，可她一直不愿说。一场
紧张的搜寻救援工作迅速
展开。

郏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一
边安排警力搜寻小艳所在位
置，一边让张皓继续与其沟
通交流。时间在一分一秒地
流逝，电话那端小艳的情绪
反复波动，张皓从电话中听
到风声和交谈声，又通过一
步步地引导获取其家人的信
息，并将收集的线索进行梳
理，最终确定小艳所在的位

置。张皓通过电话稳住小
艳，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往现场。最终，通过多方努
力，民警成功将轻生的小艳
救下。

11月 15日下午，小艳专
程赶到郏县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为接警员张皓送来锦
旗。小艳说道：“感谢您的耐
心劝导。如果不是您苦口婆
心地劝解，我也许就再也不
能和家人在一起了。谢谢
您，张警官！我以后会好好
生活。”

女子受挫欲轻生 接警员温声细语解心结

□记者 牛超 实习生 王宣艳

本报讯“非常感谢街道和社
区工作人员，你们给了孩子温
暖。”11月 17日，龙龙（化名）的妈
妈打通新华区新新街街道兴华社
区网格员户春香的电话，感谢她
对龙龙的帮助。

龙龙今年 13 岁，刚上初一。
前段时间父母因感情不和分居，
母亲去外地打工，龙龙便离家出
走，一个人居住在兴华社区新东
小区一间无水无电的废弃小屋
内。11月 10日，兴华社区党委书
记熊贯峰、副主任刘晓彬带领网
格员对社区进行安全排查时发现
了龙龙。网格员户春香和施凤华
同龙龙聊天、谈心，一直陪伴到深
夜。次日一大早，两人又为龙龙
送来了热粥和包子，同时发动辖
区志愿者、网格员为龙龙捐赠生
活用品。看到龙龙衣着单薄，施
凤华将刚为自家孩子买的一件新
棉袄送给了龙龙。市民姜吉花得
知此事后，也委托熊贯峰为龙龙
送去了一台护眼专用台灯。

在龙龙有了暂时安全的生活
环境后，施凤华和户春香辗转联
系到龙龙的父亲。在她们的努力
下，龙龙重新回到家里。11 月 17
日，在外地打工的龙龙妈妈得知
此事，专门打电话向户春香等人
表示感谢。

离家出走独居废弃小屋

网格员用爱
护送少年回家

□记者 牛超 实习生 王宣艳

本报讯“上来了，上来了……”
11月16日下午4点多，看着船被成
功拖上岸，负责打捞的市永安应急
救援队的队员们不禁欢呼起来。

据市永安应急救援队队长杜
全甫介绍，11月 15日下午，他接到
市民求助电话，前段时间刮大风，
停在白龟湖边的船不知被刮到哪
儿了，只留下被刮断的绳索，希望
他们帮忙搜寻。杜全甫立即组织
贺克军、孙志璞、纪玉峰等队员去
寻找，结果发现船被吹到了大坝
泄洪口北侧附近，反扣在水中，只
有底部一点露出水面。新城区综
治办也派来执法船帮忙，将刮翻
的船只拖到市永安应急救援队基
地附近。当时已是晚上8点，周围
一片黑暗，不利于继续打捞。于
是，潜水员张玉龙、鲁晓畔两人穿
着潜水服下水，将船反转过来暂
时固定好。

11 月 16 日一早，救援队找来
水泵，先将船上的积水抽干净。
后市永安应急救援队“兄弟团”的
吴志刚又叫来3辆越野车，利用越
野车的绞盘拖拉船只。一直到下
午4点多，船终于被成功拖上岸。

11 月 17 日，杜全甫等人继续
忙着打捞其他被风刮翻的船只。

大风吹翻船只
救援队帮忙打捞

11月 17日上午，
郏县长桥镇王老庄
村，村民冯会娜在家
中加工毛衣。

据了解，今年以
来，长桥镇实施人才
回归工程，吸引了大
批在外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他们纷纷
把毛衣编织机安装
在家里，进行来料加
工，既照顾了老人和
孩 子 ，每 月 还 能 赚
4000 至 6000 元。毛
衣编织机成了农家
的“致富机”。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摄

毛衣编织机
成了“致富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