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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队伍教育整顿是适应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公安队伍自我革命的新需要，
是确保公安机关担负起新时代职责使命、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报开设《公安队伍
教育整顿进行时》专栏，及时宣传登封市公安局教育整顿动态情况、
办法举措、
实际成效。

廉政家书暖人心 警属共筑廉防线
本报讯 自公安队伍教育
整顿开展以来，登封市公安局
通过开展学习党纪法规、聆听
廉政报告、召开警示大会、开展
以案释法等多种方式对广大党
员民警进行警示教育，引导党
员民警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近日，为让警示教育走深
走实，登封市送表派出所组织
开展了“民警家属廉政寄语”活
动，让家属以亲情寄语助推公

安廉政工作，让民警牢记纪律
红线，廉洁底线。
活动中，
送表派出所首先向
家属们通报了此次公安队伍教
育整顿的目的和决心，对家属
进行了廉政教育，并鼓励家属
用亲情对民警进行感召，常吹
廉政枕边风，看好自家门，做好
民警 8 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
圈的廉政监督，提醒民警常思
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防微
杜渐，
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家庭

防线，增强民警廉洁自律意识，
提高自身防腐拒变能力。家属
们积极参与了廉政教育，
并纷纷
亲笔书写了
“与君书”
。
“亲爱的老公：作为党的干
部，我知道你对廉洁奉公甚为
熟悉，但我还想告诉你亲情恩
爱一片天，淡泊名利心自闲，身
外之物莫贪恋，清正廉洁记心
间……”
“马闹：
提笔我已泪两行……
自结婚至今，我已深刻体会到

你口中的警嫂难当，虽备感心
酸却绝不后悔，仍希望你始终
有一颗廉正的心，眼里有正义、
心中有人民……”
“慧阳：今天借助廉政家书
的机会给你提笔写信，和你聊
聊清正廉洁这个话题。我呢，
你也了解，
对物质生活要求简简
单单，
不爱慕虚荣。堂堂正正做
人、清清白白做事、兢兢业业工
作，这些优良的作风，会传承给
我们的子孙，
一起做子孙后代的

好榜样。加油，
亲爱的。
”
每一段文字，传递着温暖，
每一封书信，流露着支持。
“民
警家属廉政寄语”的开展有效
提升了民警及家属廉洁自律意
识，让家庭真正成为廉政坚实
防线，通过家庭的力量打造清
正廉洁的公安队伍，引导警属
携手并进，共同推动教育整顿
工作深入开展。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杨红晓

高标准高要求提供完善医养融合服务
太平人寿授牌阳城养生苑为养老服务定点合作单位
本报讯 春风送暖，传来喜
讯，
太平人寿于 3 月 30 日走进河
南阳城养生苑，
双方举行服务定
点合作单位授牌仪式，
推进合作
的高效开展，
共建美好蓝图。
“我们经过常年客户调研
发现，大多数保险客户不仅仅
满足于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
他们需要更高质、更优渥的晚
年生活。客户在购买保险产品
时，经常会询问养老服务问题，
比如是否可以入住养老社区，
养
老社区拥有什么服务等。”太平
人寿河南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太平人寿希望双方在未来
的工作中，能共同服务好来访
的每一位客户，让客户在阳城
养生苑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优
质的服务可以带来口碑，而口
碑创造价值，希望每位客户都
能对太平人寿和阳城养生苑的

优质服务表示赞赏，让来访者
对于老年的美好生活有向往、
有憧憬，实现“共享太平”的美
好愿景。
大爱 老 人 ，一 路 温 暖 。 苑
区去年与太平人寿进行了初
步合作，其间苑区的长者与太
平人寿的客户融洽的生活在
养生苑的大家庭里，给予双方
建立更进一步合作的信心。
双方始终秉承客户至上、长者
至上的服务理念，坚持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相关负责
人表示，有太平保险的大力支
持，养生苑将为每一个客户提
供国内一流的养老服务体验。
活动当天，河南阳城养生
苑董事长魏剑锋携手太平人寿
河南分公司高级调研员贾恒星
进行了授牌仪式。
河南阳城养生苑项目位于

嵩阳办
治理餐饮油烟
全力守护蓝天

美丽的嵩山脚下，紧邻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天地之中中
岳庙文物保护区。项目拥有
384 张护理型床位、192 间非护
理 型 全 龄 公 寓 。 自 2019 年 10
月运营至今，旨在打造一个安
宁祥和、幸福健康的家园。经
过近 2 年的运营，赢得了苑区长
者的信任，得到了家属的认可，

登封 95 后妈妈取骨救子

俩女孩离家出走 民警帮找回
■

暖新闻

本报讯“要什么都可以，只要孩子能好！”为了让骨囊
肿的 4 岁儿子健康成长，登封 95 后妈妈袁女士毅然决定取
骨救子……
1 个月前，登封 4 岁男童煜煜被家人发现走路时一瘸一
拐，经检查被确诊为骨囊肿，需要进行手术切除。但骨囊肿
切除后空洞较大，必须采取植骨治疗，
不然会影响孩子发育，
造成终身伤害。经医院专家会诊，因为孩子患病部位较大且
年纪小，如果采用人工骨，不仅用骨量多，内置材料费用高，
还可能出现排斥反应，而母体取骨是排异概率最小的。孩子
的妈妈说：
“ 只要能够对我宝宝的病情有帮助，怎样我都愿
意。”为了让儿子尽早接受治疗，刚生完二胎一个月的袁女士
毅然决定取骨救子。
3 月 31 日上午，母子俩同时被送进了手术室。登封市人
民医院骨一科康主任带领团队从母体左侧髂骨取出一小部
分骨头，随后植入孩子右胫骨近端缺损处，历时 3 个多小时，
手术成功完成。目前，袁女士和孩子都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手术没有出现排异反应。术后的袁女士痛得无法动弹，却盼
着孩子能快点好起来，并希望能够亲自照顾自己的孩子：
“只
要他快点好起来就行，一切都会好起来。”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获得了政府主管领导的肯定，
被
评为河南省健康产业示范项
目。今后，
河南阳城养生苑将会
一如既往坚持长者至上的理念，
始终以高标准、
高要求继续提供
完善的医养融合康养服务，丰
富多彩的社工娱乐生活服务。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安歆 文/图

本报讯“谢谢你们帮我们快速找到孩子，
看到孩子安然
无恙，
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谢谢你们！”
3 月 31 日 15 时，一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和一名中年女
性慌慌张张来到登封市公安局告成派出所值班室向值班民
警哭诉求助，她们两家的孩子都在告成镇中心小学上学，自
中午结伴从家离开后一直未到学校上学，
她们把家附近找遍
了也没找到孩子，
怕出现意外，
非常着急，
希望派出所能帮忙
找到孩子。
接到求助后，值班民警一边安抚两位家长情绪，一边迅
速采取行动。经仔细询问孩子的体貌特征后，
民警向两位家
长要来了孩子的照片，
并发至工作群让大家帮助寻找。全所
人员兵分两路，
一路根据家长提供的照片查看学校和家门口
周边视频监控，一路驾车沿街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
多小时后，民警在告成镇一小区内找到两名女孩儿，并带回
所内。
通过详细询问了解，两人因产生厌学情绪才离家出走。
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教育劝说，
两名小女孩已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并表示愿意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听老师家长的话。随
后两名小女孩由其各自家属带回。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本报讯 近日，
嵩阳街道开展
“餐饮油烟专项治理”，用实际行
动提升餐饮油烟污染防治精细化
管理水平。街道主管领导带队对
辖区内餐饮商户进行走访，耐心
细致地向他们宣讲有关政策法
规，以及餐饮油烟对大气环境带
来的污染，
促进餐饮经营者自觉、
规范达标排放，不断提升商户规
范经营的意识，
营造出全民参与、
共同维护大气环境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嵩阳街道将通过不断强
化监督管理能力，逐步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
为市民创建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的生活环境。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登封市林业局
救助一只红角鸮幼鸟
本报讯 4 月 5 日,登封市林
业局接到大冶镇派出所电话称，
热心居民捡到一只疑似鹰类的小
动物送到了派出所，请求救助。
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看，经
初步鉴定为红角鸮幼鸟，无明显
外伤，
精神萎靡，
暂时不具备野外
生存能力。目前已送往郑州市野
生动物救护站进行救护，待其身
体恢复具备独立觅食能力后，再
放归大自然。红角鸮，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主要以农田鼠类
和小家鼠等居民区鼠类为主食，
是捕鼠能力很强的鸟类。登封市
林业局在此提醒，
若发现受伤、
迷
途、
受困的野生动物，
请及时拨打
电话求助。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