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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身边的“家庭医生”
—— 记 2021 年一季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攀枝花好人”助人为乐好人刘兴烈
□本报记者

岳蕾娅

一身白大褂，一个听诊器，一部血
压计……退休医生刘兴烈坚持义诊服
务 15 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身边
人解除病痛，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受
到居民的一致好评。2021 年 3 月，刘兴
烈被评为 2021 年一季度“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攀枝花好人”助人为乐好人。

主动开办健康讲座
今年 75 岁的刘兴烈，
家住米易县攀
莲镇河西社区。2006 年 7 月，退休后的
刘兴烈发挥余热，用所掌握的中医知识

帮助身边的人。2016 年，
刘兴烈成为河
西社区老年人协会理事会成员之一，通
过协会积极为居民们开办老年人健康知
识讲座，开展义务问诊等服务。他常跟
老年人聚在一起交流，了解大家的身体
状况以及生活习惯，讲授一些通俗易懂
的健康知识，
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识。
2018 年，在社区的帮助下，刘兴烈
开设了党员志愿服务室，将每月一次的
健康知识讲座变为“义诊服务”。每到
那一天，河西社区的党员志愿服务室外
总是站满了人，大家对刘兴烈的义诊行
为称赞不绝。居民郭林钢老人说：
“刘
医生医术好，态度又好，家里老人、小孩
有个头痛脑热的都愿意找他看病。”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2019 年 7 月，河西社区在辖区内开
设
“周五驿站”
，
组织志愿者、
社会组织将
生活服务、
政务服务、
法律法规宣传、
健康
义诊等志愿服务设在小区门口，
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服务。刘兴烈得
知这一消息后，
主动与社区联系，
希望加
入志愿服务队伍中。每周五，
刘兴烈总是
第一个到岗，
最晚离开。社区工作人员担
心他身体吃不消，
想减轻他的工作量，
却
遭到刘兴烈的拒绝。他说：
“只要能为大
家服务，
我这点付出不算辛苦。
”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
刘兴烈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仍然坚持开展义诊服务。因为有他的坚
守，
社区健康志愿服务已成为常态，
社区
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
“家庭医生”
。
多年来，刘兴烈开展的义诊服务从
未停止过。他说：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
我
要把自己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分类分科收
集整理出来，
分享给大家。同时，
我将坚
持开展义诊服务，
帮助更多的人。
”

同创全国文明城市
共建幸福美丽家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区
“点菜” 党员认领

“红色积分”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党员志愿者到社区进
行红色积分认定。

红色积分手册。

本报讯（林林 记者 王南桢）
“参
加社区志愿服务可以积分，我现在已
经 有 15 分 了 。”近 日 ，志 愿 者 杨 玉 玲
拿着一本积分手册在大河南路社区
登记积分时说。据悉，自 3 月 1 日开
始，大河中路街道在大河南路和弯腰
树社区试行“红色积分制”，充分调动
社区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更
好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目前，
已有近 60 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基
层治理。
据了解，大河中路街道通过推行
“红色积分制”，管好党员队伍，使广
大党员学有榜样、做有方向、评有标
准，用实际行动绽放光彩。
“ 红色积分
制”对党员平时开展的工作进行积分
量化，积分达到一定数额后可在社区
的“ 红色积分兑换超市”进行物品兑
换。
“ 红色积分制”分为基本分、加分、
减分三个部分。基本分包括党员参
加组织生活、按时交纳党费、
“ 学习强
国”学习情况、承诺践诺等方面；加分
旨在激励党员积极参与服务群众、维
护稳定、参加公益活动、学雷锋做好
事等；减分主要针对党员违纪违法、
侵害群众利益、不按时交纳党费、发
表不当言论等情况。

当天，
弯腰树社区党员穆小红也拿
着积分手册到社区进行积分认定。截
至当天，
他已经参与了三次党员志愿服
务活动，积攒了 15 个红色积分。他笑
着说：
“我比较熟悉法律，
平时社区工作
人员在群里说有家庭或者邻里之间出
现纠纷需要调解的时候，
我就会踊跃报
名，帮助解决问题。现在有了‘红色积
分’，我更要积极参加社区开展的志愿
服务活动。”
社区党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如何进行积分？大河中路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活动首先由社区“点菜”，即
在微信群里发布需要党员群众参与的
志愿服务事项，党员在群里进行认领。
党员参加活动完成任务后，
便可拿着积
分手册到所在支部进行红色积分认定，
社区党支部对志愿者提供的服务照片
等印证素材进行检验后，
即可完成积分
登记。
目前，
大河南路和弯腰树社区党员
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高涨。大河南路
社区党员志愿者谢枋宏说：
“我觉得‘红
色积分’
这个活动很好，参加志愿服务，
既帮助了别人，
还可以积分兑换生活用
品。今后我将利用业余时间为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提供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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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广泛开展世界卫生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张星月 记者 周越）今年
4月7日是以
“巩固全面小康，
促进健康
公平”
为主题的世界卫生日。当天，
西区
卫生健康局安排辖区各医疗机构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健康咨询等活动，
加深群众对健康的认识和理解。
当天，
西区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纷纷进村（社区）入户，
为居民进行义诊

服务，
同时发放高血压、慢性病等疾病
预防方法、
生活饮食所要注意方面的宣
传资料 1200 余份，受到群众的一致认
可，
纷纷表示希望多开展此类活动。西
区各医疗机构利用 LED 屏滚动播出、
发放宣传海报 1000 余份、
悬挂横幅 10
处、摆放展板 20 余块，深入宣传环保、
健康、
垃圾分类等相关知识。

仁和区为 661 名残疾人配发体育器材
本报讯（李云钰 记者 王南桢）
4 月 7 日，
记者从仁和区残联获悉，
自3
月 21 日开始，根据各乡镇（街道）开展
的需求情况调查，
仁和区为全区 661 名
残疾人配发了 661 件体育器材，
让残疾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据了解，为深入开展残疾人康复
（健身）体育进家庭活动，
该区残联将为
残疾人提供“三送服务”，即将体育器
材、体育方法、体育服务送入残疾人家

庭，
让残疾人享受个性化、精细化的居
家式康复体育和健身体育服务，
增强科
学体育康复和健身意识，
改善身体机能
和健康状况。此次体育器材的配发，
让
不方便出门的残疾人在家中就能进行
康复体育锻炼，
使他们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健身体育服务，
提高生活质量。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残疾人的关
怀，
有了这个体育器材，
我在家就能锻炼，
真是太好了。
”
残疾人黄云华感激地说。

树枝折断悬在半空 社区清理消除隐患

社区组织专业人员修剪树枝。
本报讯（记者 岳蕾娅 文/图）4 月
6 日，瓜子坪街道密地社区接到居民
反映，辖区天马巷“馨佳园养护院”大
门口有一棵攀枝花树的树枝折断，悬
在半空，
存在安全隐患。
社区接到反映后，
立即安排专业人
员到现场查看，
并研究消除安全隐患方
案。4 月 7 日，专业人员在确保养护院

及行人安全的情况下，
调用一台吊车对
树枝进行了处理，
消除了安全隐患。考
虑到近期处于风季，
社区又组织人员对
辖区的树木进行逐一排查，
发现德才路
有一棵凤凰树的树干已倾斜，
易折断，
存在安全隐患，
社区及时安排专业人员
对该树进行修枝，
并对旁边几棵枝叶茂
盛的橡皮树进行修枝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