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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做好社区工作的方法有千万种，不过我的方法就是打好四张
‘牌’。”45岁的胡兵伟，是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二郎派出所社区民警，
2009年从部队转业入警，一直从事社区工作。

多年来他积极创新工作方法，还成立了全市首个以民警个人名义
命名的践行“枫桥经验”工作室——“兵哥工作室”。前不久，他被评为
2020年度重庆市最美渝警楷模。

疫情防控“科技牌”

二郎派出所辖区有“四多”：中小企业多、老旧小区多、流动人口多、
老人小孩多。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做好疫情防控成为重中之重。如何从
错综复杂的信息中做到人员核查万无一失？胡兵伟和同事们集思广益。

“我们是不是可以研发一张二维码？居民只要扫一扫，就可以填写个人信
息，既安全又快捷。”胡兵伟和同事们用最短的时间梳理出32个涉疫人口
信息排查项目，制作成电子调查表，发到辖区企业、物业群以及小区保安、
业主手中。

为保证“一个都不能少”，胡兵伟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出入小区的
居民必须填好问卷后才能通行。问卷收回后，胡兵伟通过事先设置的拦
截关键词功能，再通过信息查询功能进行比对，即可高效筛查可疑人员。

这样一来，辖区的疫情“底子”很快被摸了个透。让信息多跑腿，群众少
跑路，胡兵伟的方法迅速被分局在全区推广。

家庭纠纷“亲情牌”

去年五一节前的一天晚上，胡兵伟接到110转来的报警，称其辖区
有人遭遇家暴。到现场后，胡兵伟看到一名30多岁的女子在小区中庭
嚎啕大哭，旁边中年男子双手环抱在胸前，直直地站着，脸有怒气。

女子姓黄，一旁的男子是其前夫周某。两人离婚后，两岁的女儿判
给黄某抚养。事发当晚，两人因为小孩的抚养费问题发生争吵，男方失
去理性出手掌掴前妻。

“这种情况，就要打亲情牌了！”胡兵伟介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
矛盾双方总有共同信服的人。胡兵伟了解到，男方有一姐姐，平时遇上
事都是姐姐帮他拿主意，就连黄女士也很尊敬这位姐姐。于是胡兵伟
立即打电话让她到现场来，在姐姐的劝说下，男子很快就答应向女方真
诚道歉。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男方将按时给抚养费，而女方保证男方的
探视权。

劳资纠纷“政策牌”

二郎地区各类工程密集分布，劳资纠纷经常会遇到。
去年6月底，辖区6名建筑工人找到胡兵伟反映，他们做工4个多月，

21万多元的工钱一直没拿到。胡兵伟怒拍桌子，立即找来工程项目经理，
要求对方和6名工人面对面把事情说个清楚。

项目经理承认拖欠工钱一事，但说到何时支付时又打起“太极”，不
给明确说法。看着项目经理装傻，胡兵伟给他罗列了国务院最新出台
的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政策条文，把项目经理拖欠工
资的那点“小九九”一一点破。末了，胡兵伟摊牌：“解决不了吗？今天，
我帮他们打抱不平，如果明天之内不解决，我们按法律办事。到时候你
不要后悔就行！”

项目经理被胡兵伟当场震住了，当即表示尽快给工人兑现工资，并
最终在一周内将拖欠的工资给工人们补上了。

邻里矛盾“换位思考牌”

前不久，胡兵伟进小区做安全宣传时，居民赵孃孃向他大倒苦水，
抱怨楼上漏水一直不处理。胡兵伟立即找到物业进一步了解到，楼上
邻居孙某平日工作忙，漏水的事没来得及处理。

胡兵伟随后五次登门，给孙某推心置腹做工作。孙某本是小区有
名的难缠之人，平时没理也要抢三分，但这一次，他彻底被胡兵伟的诚
恳和耐心所打动。最后，他对胡兵伟拍着胸脯保证：两天之内把漏水问
题彻底解决，绝不再让楼下的阿姨为难。

“踏实肯干不怕吃苦才是我的‘底牌’，我相信只要真心诚意为老百
姓办好事、解难事，就一定能把工作干好！”当有同行向他请教工作方法
时，胡兵伟如是说。

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胡兵伟还广泛发动群众力量组建了法律援
助队、校企党建联建队、社区志愿者联防队三支队伍，充分发挥群策群
力作用。

社区民警胡兵伟

管好社区他有四张“牌”

□本报记者 杨铌紫

1月12日早上6点，天还未亮，母志
琴便匆匆出门，开车去为遥河村小48个
学生、6位老师采买一天的食物。采买结
束后，她立马赶到学校，为幼儿班的学生
上课。

“半夜12点过才回到綦江家中，出来
了好几天，挺挂念娃儿们的。”1月11日
晚，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
典礼在重庆主城举行，綦江区篆塘镇遥
河村小教师母志琴作为“感动人物”参加
了典礼，典礼一结束她就连夜赶回了綦
江。

学校没有操场没自来水

1993年毕业后，母志琴被分配到篆
塘镇陶家村小代课，学校缺老师，所以她
必须什么课都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村只有通过泥泞
湿滑的山间小路。第一天报到，父亲和她
背着生活用品，走了好几小时的山路。陶
家村小没有操场、没有办公室、没有自来

水，有的只是一位姓邱的老师和55个孩
子。“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空落
落的环境让母志琴难以适应，自己一个山
里娃好不容易飞出山沟沟，却没想到学校
一毕业又回到条件这么差的村里。母志
琴觉着委屈、想走。

她的委屈来不及“消化”，旁边就围过
来不少孩子，大家推攘着、好奇地打量着
她。孩子们淳朴的眼神，渐渐让母志琴的
心安定下来。她留了下来，一呆就是5
年，还在这里结婚、生子。

27年间辗转数个村小任教

做了母亲后的母志琴不是没机会离
开偏远山乡。1998年，她教的第一届孩子
毕业后，陶家村小正式并入篆塘小学（中心
校），学校在镇上，交通方便、离家近，可以有
更多时间陪陪自己的孩子……这些都是诱
人的条件。

“让邱老师去吧。”邱老师是在陶家村
小和母志琴并肩5年的老师，他俩负责55
个孩子的所有教学。考虑到邱老师年纪
大，继续在村小身体吃不消，母志琴主动

放弃了去中心校的机会。当时得知育人
村小还差老师，她只说了两个字：“我去。”

2003年，育人村小也并入中心校，她
又再次申请到条件最艰苦的新庙村小支
教。新庙村不通公路，只能步行，山高路
陡，每天步行需两小时，她的衣服常常被
汗水浸透。因为常穿着湿衣服上课，母
志琴落下了病根——支气管扩张，常年
需要靠吃药控制。

新庙村小学生杨小玲，爸妈离婚后
跟着奶奶生活，作业不做、上课不听讲、
和同学吵架……这些是她的常态。不忍
心孩子就此堕落的母志琴只要有时间就
找杨小玲聊天，还养成给她编辫子的习
惯。

一来二去，杨小玲对母志琴不仅没了
戒备之心，反而有种说不出的信任，上课
不再闹了，老师安排的作业也开始完成
了，“哪个说都不管用，只有母老师说话她
才听。”杨小玲的奶奶说。

新庙村小撤并后，母志琴又再次申请
辗转到过群乐村小、遥河村小等多所村
小。2013年来到遥河村小后，母志琴就

再没有离开过。

只要还有学生就要坚守下去

如今，离不开母志琴的还有遥河村小
的5位老师和48名学生。2017年开始，
母志琴不仅要给孩子们上课，还要负责村
小的一切事务。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每天定时早上6
点出门，为大家买菜成了母志琴的工作。
在学校，学生每天吃什么菜，她要安排；不
会换灯泡，她学；不会换水龙头，她学；不
会修剪花草，她还是学。为了校园更加漂
亮，她自己掏钱买来玫瑰花栽在学校花坛
里。

2020年9月开学后，学校来了位年纪
稍大的老师，母志琴主动提出让这位老师
教小学生的课程，她自己担任幼儿班的负
责老师，成为“熊孩子”们的“妈妈”，要给
孩子喂饭、擦屁股、换衣服。

这些年来，好多村里的孩子都到了县
城上学，学校的学生在逐年减少。母志琴
说，就算只剩一个孩子，她也会坚守到底，
把他顺利送进中学。

綦江区篆塘镇遥河村小教师母志琴：

坚守山乡村小27年不改初心

□本报记者 李星婷

1 月 11 日晚，中宣部、教育部在
CCTV-1联合举行2020最美大学生/最
美高校辅导员发布仪式。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辅导员简敏，荣获2020最美
高校辅导员称号。

简敏从事辅导员工作 22 年，她是
2932名学生心目中的“简妈妈”；她率先在
全国带领大学生开展生存挑战体验……
1月10日，简敏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分享了自己做辅导员的故事。

连续13年放弃休假

50出头的简敏扎着马尾，说话干净利
落，浑身上下充满活力。“辅导员工作琐碎

而繁重。”简敏说，“但能和有梦想、有朝气
的青年大学生一起成长，很开心。”1998年
开始，她便在西政民商法学院担任辅导员。

每一个新学年，她都必须提前熟悉
数百名学生的情况；开学后，根据学生情
况建立“贫困学生登记”“心理疾患谈话”
等各类档案；每逢除夕，邀请留校贫困学
生到家里过年；临近学生毕业，帮助学生
就业做各项工作……为了学生们，简敏
已经连续13年放弃休假。

简敏的儿子9个月大时曾患肺炎住
院，恰逢丈夫出差了，她忙着赶回学校筹备
开学工作，便将儿子托给朋友照料。朋友
埋怨她，“天下没有你这么狠心的母亲！”

但学生们都爱这位狠心的“简妈
妈”。她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学生们都喜
欢跟她分享自己的欢乐和烦恼。

在社会大课堂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辅导员不是只管吃喝拉撒的‘保
姆’。”在简敏看来，辅导员既做“人师”，教
品德，也做“经师”，教知识。

2000年暑假，简敏带领9名学生到福
州进行“陌生城市·120小时·10元钱”的
生存体验社会实践活动。参与活动的学
生每人仅有10元钱,需要在陌生的城市

生存120个小时。
这次活动让万晶至今记忆犹新。“大

家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辛。”当年参
加活动的学生万晶，如今已是一名律师，
她回忆说：在那几天,有的同学遭遇了黑
中介；有的因为听不懂福州方言被责骂；
有的则靠电脑技术或心理咨询幸运地找
到“准白领”工作……万晶感叹,很感谢简
老师带领我们开展这场生存体验，让我们
每个人都开始对自己人生进行规划。

“大学生就应该在‘社会大课堂’去锻
炼。”简敏说，她希望用不同的课题激发同
学们探索问题的兴趣，提升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

多年来，她先后带领学生进行“如何
看待刑法数罪并罚”的社会调研，获得全
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竞赛二等奖；
对重庆50家青年社会组织进行调研，为
政府优化青年社会组织服务提供智力咨
询；走访都市留守儿童状况，提出相关调
研报告……

2007年，简敏成为全市第一个获评
教授的辅导员。

带出一批优秀辅导员

一枝独秀不是春。2015年，在市教

委的支持下，简敏牵头成立“名师工作
室”。这是重庆市首届辅导员“名师工作
室”，由简敏带领校内外的18名辅导员一
起开展相关活动。

简敏说，工作室组建“社情民意调查
队”“每周一案组”等团队,采用“1+N+X”
（即“1位项目主任+N位专业教师+X位学
生”）模式，带领大学生开展相关课题研
究、社会调研和公共服务等活动。在西
政，简敏还负责成立了学校辅导员教研中
心，将全校110余名辅导员整合在一起，
共同成长。

如今，简敏“名师工作室”已孵化出
“蒋莉工作室”“杨化工作室”“胡绵娓工
作室”等校级辅导员工作室。其中，蒋莉
是简敏带的98级学生，是全国辅导员年
度人物入围奖获得者。“简老师给我三点
影响很大：一是执着，二是热爱，三是创
新。”蒋莉告诉记者，自己正是受简老师
的影响，选择留校做了辅导员。

近年来，简敏“名师工作室”教师团队
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精品项目和科研课
题近20项，出版著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
80多篇，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20人次，所
教辅学生获市级以上奖项多达1000人
次。

2020最美高校辅导员简敏：

辅导员不是只管吃喝拉撒的“保姆”

简敏在工作室。 （西政供图）

2020年度重庆市最美渝警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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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程茵芷）1月11日，市科技局
与重庆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与开放发展。

据悉，一方面，重庆海关将持续动态整合国家最新的关于科学研究、
科技开发方面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政策包”，提升对我市各类科
研主体的指导服务力度；另一方面，市科技局将同步梳理行政审批链条，
通过“渝快办”推出网上办理服务，实现对“政策包”跨部门一次性办理。

“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整合了既有的政策资源，能更好地提高行政
效能，加快科学研究设备在进口环节的配置效率，实现对重庆各类科技
创新主体的服务前移。”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打造综合保税区研发设计中心，探索开展
国际合作、聚合高端人才的科研新模式。

重庆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双方将深入开展合作，
聚焦材料进口环节和设备进口环节，通过保税政策等进一步减轻科技
型企业发展压力，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此外，重庆海关的科研资源也将进一步融入我市科研体系。据悉，
目前，重庆海关具有各类仪器设备2559台，价值超过2亿元，各类科研
检测人员约200人，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约30人。合作备忘录的签
署，将进一步促进重庆海关与我市科研院所的技术对接和联合攻关，促
进科研资源集聚和流动，形成科技创合力。

市科技局与重庆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

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包”
加快科研设备进口配置效率

1月12日，北碚区实验幼儿园，孩子
们在玩“竹竿舞”游戏。如今，北碚区不
少幼儿园都组织开展翻花绳、捡子儿、
斗鸡、吹蛤蟆等传统游戏活动，让孩子
们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愉悦身心、增
强体质。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传统游戏
进校园

□本报记者 王翔

“按照‘流程图’，这周我们各个村（社
区）都要完成党员和群众推荐这一道程
序。”1月11日，在巴南区姜家镇，7个村和
1个社区分别开展了党员和群众推荐。姜
家镇第六工作组组长王晓亮到平原村指
导村党委换届工作，由于按照“流程图”提
前进行了准备，整个推荐工作十分平稳有
序。

基层换届选举，选举程序是选举公平
公正的重要保障。一旦有一项程序不合
规，选举结果就会被宣布无效。

“基层换届选举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我们梳理了下，共有78项工作流程，每一

项工作流程都有不同的具体要求，非常严
格。”巴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汪娟介绍，今
年以来，我们加强对镇街、村（社区）以及工
作组等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为高标准高
质量开展村（社区）“两委”换届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为进一步确保基层换届选举的公正
透明、依法依规，在启动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之前，巴南区就提前进行安排部
署，比对中央和市委换届指导文件，绘制
了《巴南区2021年村（社区）党组织换届
选举工作操作流程》，以表格形式列出了
党组织换届78项操作流程，并项目化、清
单化明确具体任务、明确时间、明确责任
人，确保换届工作打表推进。

记者在流程图上看到，离任审计、民
主测评、谈话明责、调查摸底等选举的各
项程序，该什么时间完成，有哪些具体要
求都一目了然。就拿村（社区）党员和群
众推荐来说，除了明确要求在1月18日前
完成外，哪些人员参会、党员和村（居）民
代表的到会人数、候选人初步人选的产生
方式等要求也明确在列。

同时，为了方便基层选举工作的开
展，巴南区还梳理了村（社区）党组织换届
6个阶段34个工作步骤，重点整理换届工
作中需要用到的请示、批复、决定等相关
文书及召开选举大会所需的监票人、计票
人等各种标识，拟定了参考模板83个，形
成了120页的《巴南区村（社区）党组织换

届选举参考模式汇编》，各阶段需要用到
的文书，只需要填空打印、“按图施工”就
基本能符合要求，进一步规范了换届流
程，也切实减轻了基层负担。

“有了村居‘两委’选举流程图，‘按图
施工’让我们工作量减轻了不少。”王晓亮
说，这次推荐会所要用到的关于召开党员
大会的请示、关于成立“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专班的通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预
案等10多个相关文本、文件都提前进行了
准备，真正确保了推荐会的合规有序。

据了解，巴南的这一创新性做法也得
到了市委组织部的肯定，在全市进行推
广，将有力促进各地村（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的顺利开展。

基层换届选举清单化“按图施工”规范有序
巴南推出村（社区）“两委”选举流程图，操作流程、工作步骤、参考模板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