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 岁 重 阳 话 养 老·3·

9民 生■ 责任编辑 罗云羽 张 晨 美术编辑 刘济海

2020年10月22日 星期四 JIANGXI DAILY

巧手“织”出新生活
本报记者 钟珊珊

“远亲不如近邻，感谢‘特邀法官’的调解，我现在和
邻居的关系很好。”10月15日，面对记者采访，邓起旺笑
着说。邓起旺是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严杭村村民，两年前
因为修建挡土墙和邻居产生纠纷，得益于“特邀法官”介
入调解，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邓起旺的经历，是“十三五”期间乐安县推进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进展的一个缩影。

村里有了“特邀法官”

“去年 11月 8日一大早，我被一辆汽车撞伤，后来经
过‘特邀法官’调解，拿到了对方赔偿的医药费。”坪背村
村民王小根说。他口中的“特邀法官”名叫习才生保，是
坪背村村委会主任。谈起他的调解水平，乐安县人民法

院法官纷纷竖起大拇指，村民也很服气。“去年成功调解
了18起纠纷，有交通事故、家庭矛盾、山林纠纷等。”习才
生保告诉记者。

2016 年，乐安县提出“法官村村通、法律人人知”社
会综合治理规划。通过搭建“特邀法官”服务和法官辅
导平台，在 176个村（社区）聘请 209名基层干部担任“特
邀法官”，将法律服务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为确保“特邀法官”懂法，乐安县人民法院采取“一
人一辅导”的方式结对辅导。乐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唐
晶介绍：“法院组织20名法官到各村（社区）担任‘特邀法
官’的辅导员，进行法律业务培训和辅导，开展法治教育、
法律咨询、诉讼引导、纠纷调解、案件回访、信访疏导等工
作，形成层级落实、直线督导、统一推进的管理模式。”

构建“共联共治”机制

在一起涉及数千名村民的土地纠纷中，关系僵化了
50多年的三房陈氏族人，正是由于“特邀法官”持之以恒

的调解，才得以握手言和。
罗陂村大元村小组村民陈包姑告诉记者，争议土地

属罗陂村古村组土地，当地人称“黄家山”，面积400平方
米。三房陈氏族人都说是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地，村委
会、乡政府多次调解始终无果。50 多年来，村民因这块
地的归属问题产生多次纠纷。

针对此事，罗陂村“特邀法官”陈选昌协同涉及的 3
个村的村干部，召集村民代表开协调会。经多次协商，
各方达成协议：村委会向每房补偿 1 万元，总共 3 万元；

“黄家山”土地归罗陂村古村组所有，用于建造古村组、
大元组保障房。

“现在，经过‘特邀法官’的调解，土地纠纷圆满解
决。村里的保障房也已建好，21户村民搬进了新房。”陈
包姑说。

乐安县聘请“特邀法官”构建“共联共治”机制，取得
社会各界认可、各方受益的成效，村民法律意识不断增
强，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据了解，乐安县人民法院联
合“特邀法官”解决纠纷已达1079件。

乐安县在176个村（社区）聘请209名基层干部担任“特邀法官”

调解让人服 矛盾不出村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在南昌市东湖区大院
街道公园社区，居民谈到郭
清燕，纷纷竖起大拇指。不
仅因为她有一双巧手，能做
一手好物件，更因为她靠着
这双巧手，“编织”出了如今
的美好生活。

10 月 9 日，记者来到郭
清燕的小店，这是一个面积
不足 10 平方米的“艺术领
地”，玻璃橱柜里摆满时尚
摆件、女士手工包以及手
套、帽子、桌布、碗垫等手工
艺品。

“现在，我有一份自己
的事业，供女儿读了大学，
也买了房，我很满足、很感
激。”郭清燕短短几句质朴
的话语，令人感动。

今年 52 岁的郭清燕是
公园社区居民，幼年时因病
导致腿落下毛病，行动非常
不便。郭清燕说，因为腿脚
不方便，读书、找工作都没
少受苦。虽然应聘时表现
很好，但每次都等不来被录
用的消息。

为了改变现状，她曾经
外出打拼过一段时间，想干
出一番成绩，后来因为婚姻
和家庭的缘故回到南昌，在
家相夫教子。郭清燕说，那
段时间，她家全靠丈夫一
人，日子过得很艰难。

郭清燕有一个爱好，
喜欢做手工。前些年，南
昌市残联和社区干部了解

到她的情况后，鼓励她参
加免费手工艺培训班。郭
清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
了名。

为了把技艺学到手，郭
清燕每天利用晚上的时间
参加培训，风雨无阻。“只要
是她认准的事，就算吃再多
苦，受再多累，她也会一直
向前走。”在丈夫余斌的眼
里，郭清燕总有一股不服输
的韧劲。

郭清燕从小就有一个
梦想——开一家属于自己
的手工艺品店。为了帮郭
清燕圆梦，去年，南昌市残
联和社区干部帮她在八一
广场协调一处免费场地用
作店面。凭借这个小店，郭
清燕每个月都有几千元的
收入。

郭清燕并不满足于自
己丰衣足食，帮助更多残疾
人就业的愿望始终扎根于
她的内心。每年，郭清燕都
会进社区、上课堂，培训四
五百个学员，把自己的编织
技艺传授给他人。

在郭清燕的带动下，她
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学习制
作 手 工 艺 品 ，并 以 此 为
业。“我有切身体会，特别
理解残疾人生活的艰辛。”
郭清燕说，有一技之长不仅
能让残疾人养活自己，更重
要的是能让他们重拾生活
的信心。

本报讯 （通讯员衷诚）
日前，南昌县富山乡在全乡
开展“百日攻坚”行动，持续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

该乡扎实开展“四线”
整治，对高铁、铁路、高速公
路、国省道等主要交通沿线
房屋乱搭、管线乱挂、杂物
乱堆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对可视范围内的房屋进行
美化。持续推进水体污染
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工

作要求，全面清理象湖联圩
水域和三干渠水域水葫芦，
改 善 河 流 、湖 泊 、沟 渠 水
质。同时，出台《乡村治理
月度积分制管理办法》，通
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方
式，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统筹涉农资金，整合现有公
共服务资源，实现农村安全
饮水、广播电视、燃气管网
等全覆盖。

富山“百日攻坚”整治人居环境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
黎明）10 月 17 日，不少前往
婺源的游客惊喜地发现，以
往只有在春季才能看到的
油菜花海，此时在江岭景区
也能得见。

近年来，婺源不断推进
“多季节油菜”研发与试种
工作，创新提升油菜花景观
的多样性。2018 年，在中国
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江
西省农科院、江西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的支持下，婺源

在江岭、篁岭等重要景区景
点种植反季节观赏油菜 300
亩，并实现 2019 年 10 月开
花。反季节观赏油菜的种
植推广，不仅实现了春秋两
季观花，还吸引了更多游客
前来婺源游玩。婺源县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婺源不断推出早熟油菜花、
晚熟油菜花、反季节油菜花
等 ，油 菜 花 已 成 为“ 致 富
花”，助推婺源旅游从“一季
游”向“全季游”转变。

秋季来婺源看油菜花

10月 21日，新余市乐晚晴养老院开展“尽一份孝”活动，
组织工作人员为老人洗脚、剪指甲、理发。该市建立完善的
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推动全市形
成尊老敬老良好风尚。 本报记者 徐国平摄

10 月 20 日 10 时，南昌市湾里管理
局幸福街道招贤社区邻里中心的多功
能室里响起欢快的音乐，10多名老人在
老师的指导下学跳广场舞。而在一楼
大厅里，老人正排队接受免费理发服
务。家住竹林花园小区的蔡昭琴老人
高兴地对记者说：“以前只能在小区里
散步，现在有了邻里中心，再也不愁没
地方去了。”

白天来邻里中心休闲娱乐，一日三
餐在食堂解决，有需求的还能享受日间
照料服务，一个电话就能预约家政人员
上门服务……这是湾里管理局大力推
行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后一些社区发
生的变化。去年以来，湾里管理局启动
社区邻里中心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委托专业机构运营，极大提升了居
家养老服务水平。

邻里中心 为社区老人
提供一站式服务

招贤社区是湾里管理局人口密度较
大的社区之一，有 4000多居民，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600 多人。以前，该社区只
有7名工作人员，居委会办公面积120平
方米，推广居家养老服务面临缺场地、缺
设施、缺人手等多重难题。去年以来，通
过建设社区邻里中心和引进第三方运营
机构参与管理，不但为社区工作者减负，
也让居家养老服务有了落地实践的机会。

去年以来，南昌市试点社区邻里中
心建设，其中湾里管理局已建成招贤、
红湾、东方红 3 个社区邻里中心，成为
居家养老服务的运行载体。

去年，在招贤社区，政府投入上百
万元租赁了3层商业用房，建成3000多
平方米的社区邻里中心，内设多功能
厅、棋牌室、书画室、热敏灸治疗区、康
复区等 20 多个功能区域，可以满足社
区居民的多种生活需求。

在社区邻里中心，老人不但可以吃
饭、休息、体检，享受按摩、理疗、理发等
服务，还可以开展各类文体活动，读书
看报，拓展兴趣爱好等。

除了日常的休闲娱乐和健康服务
外，日间照料和助餐服务也是居家养老
服务的重要内容。据了解，社区失能老
人一般都会被送至专业养老机构，在小区
生活的老人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但很多空
巢或孤寡老人对日间照料服务有需求。
招贤社区邻里中心的日间照料中心目前
有3间客房、9个床位，可以为有需求的老
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社区邻里中心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每人每月收费
2180元，也可以按周或按日灵活交费。

79岁的邬冬秀患有脑梗，且老伴已
经过世，日常生活难以自理，子女便将
她送到社区邻里中心的日间照料中
心。在这里，不但能解决一日三餐，还
可享受康复、洗澡、洗衣服等服务，晚上
子女下班后再接回家。

除了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邻里中心
还设有一个社区食堂，方便社区居民订
餐、吃饭。“10元一份，三菜一汤，干净卫
生。”70岁的罗广妹说，她老伴得了中风
行动不便，每天做饭很麻烦，社区食堂
为他们解决了大问题。

记者在社区邻里中心的活动墙上看
到，这里从周一到周日都排满了活动，包
括健康自测、健康讲堂、书法课堂、家风
教育等。招贤社区党支部书记龚超日
告诉记者：“我们通过开展各类活动，不
但提升了邻里中心的人气，也让老人感
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我们正全力把这
里打造成一个一站式‘爱心之家’。”

电话预约 免费家政服
务送到家

社区邻里中心的建成，给居住在城
区的老人带来了诸多便利，不过，一些
家住偏远乡村的老人，却难以直接享受
居家养老服务。

为了满足需求，湾里管理局与茗山
家护公司签订协议，要求其为生活困难
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为 80 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提供每月不低于 2 小时的
居家养老服务。据统计，享受政府购买
服务的生活困难老人共有 228 名，目前
共接受服务290人次。

“我们提供的免费服务，深受偏远
乡村老人欢迎。”茗山家护公司负责人
赵芳兰说，从今年 9 月开始，该公司推
行线上派单、线下上门服务，只要电话
预约，免费家政服务就能送到家。

虽然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取得了
一定成效，受到群众普遍肯定，但在探
索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尽管政
府部门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仍存在
服务人群少、服务对象分散、运营成本
高等问题。居家养老服务想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还需进一步破题。

记者在招贤社区邻里中心看到，虽
然不少老人前来享受各种服务，但是 9
个日间照料床位只有 3人入住，大部分
床位处于闲置状态。赵芳兰告诉记者，
目前，居家养老服务还没有完全深入人
心，今后将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老人
知晓居家养老服务。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推行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邻里中心笑声传 老人舒心齐点赞
本报记者 朱 华 文/图

10月16日，宜春市开展“扶贫
优品进万家”展销活动，10 个县
（市、区）及宜春供销电商馆的400
余种扶贫农特产品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选购。近年来，该市不断拓宽
线上线下渠道，促进扶贫产品产销
对接。截至目前，全市共认定扶贫
产品846个、供应商369家，累计销
售金额达3.51亿元。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扶贫优品
进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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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❶：志愿者在为老人理发。
图❷：招贤社区邻里中心开展老
年合唱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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