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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司法局
协办

城乡快报

扎根基层15载 司法为民赢口碑

延庆延庆1717万亩大田玉米喜获丰收万亩大田玉米喜获丰收

安黎明，永宁镇司法所所长，
2016 年 11 月 7 日被司法部评为全
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自 2002年上任以来，他在这
一方热土一扎就是 15 年。说起他
的故事，当地百姓是如数家珍、有
口皆碑。

永宁司法所的帮教对象赵某在
刚刚刑满释放回乡时，刚刚燃起重生
的希望就被现实当头一棒：当年附带
民事赔偿 1万元的债权人找上门来，
说如果还不上钱，就请求法院强制执
行，卖掉他的房子。一听这话，赵某
急了，“我只剩下这几间房了，你不能
再要走，否则鱼死网破，大家都别想

好过！”有着丰富调解工作经验的安
黎明，敏锐洞察到这件事一旦处理不
当，将会酿成恶性事件。他连夜联系
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
法，展开调解工作。最终成功劝说债
权人将索赔金额从1万元降到了5千
元，并为赵某垫付了2千元。

至此，一场纷争在双方当事人的
感动中平息了。“十年前，我犯罪入
狱，亲戚朋友甚至家人都以我为耻，
和我断绝了关系。安所长与我非亲
非故，却这样帮我，我如果再不好好
干，简直没脸做人！”直到今天，每每
说到这件事，赵某仍然老泪纵横。

安黎明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

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
夸奖。”15年的所长工作，让安黎明这
个外乡人，早已成了当地百姓的贴心
人。老百姓都说：“我们就信安所，家
里有个大事小情就愿意跟他唠唠，有
他在，我们就安心！”

的确，在安黎明的带领下，永宁
镇司法所队伍业务素质过硬，已经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肯定。“六五”
普法期间，安黎明培养带动了近2000
余名“法律明白人”，将打造硬环境与
提升软实力同步推进；他率先唱响了

“让法律流动起来”的口号，将法律宣
传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让法律援
助走进农民工的工地工棚；他率先创

建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在诉前、诉
中、诉后便民高效的全面联合调解机
制，一经实施成效显著，继而在全区
乃至全市普遍推广……

15年来，安黎明带领着永宁镇司
法所兢兢业业服务百姓民生，为地区
和谐稳定一路保驾护航，他将基层司
法行政工作真正做到了镇域的每个
角落，做到了干部群众的心坎上！他
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和
无私无畏的责任与担
当，筑起了一道牢固的
维稳屏障。

韩万斌供稿

本报讯（记者 林辉）秋天
是丰收的季节。香营乡东白
庙村卢栓宝家的大院里，从田
间拉回来的玉米堆成了一座
座金灿灿的“玉米山”。记者
从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区
17.2万亩玉米喜获丰收，亩产
较常年增产近三成。

“今年俺家棒子产量在每
亩 900公斤左右，比常年高出
50至 100公斤。”康庄镇西桑
园村村民谢友存家的玉米也
迎来丰收年，他告诉记者，“俺
家地算少的，俺们村有种十七
八亩玉米的，那可真是丰收
了。”玉米一成熟，谢友存就起
早贪黑到地里收玉米，然后装
袋，拉回院子里晾晒，等到价
钱合适时再卖出去。康庄镇
农服中心主任孙海霞告诉记
者，康庄镇玉米亩产在全区居
首，最高可到1000公斤。

初入 10 月，正是粮食收
获的时节，我区17.2万亩大田
玉米片片金黄，随处可见村民
们在田间地头劳作，家家户户
院子里晾晒着玉米，俨然一幅
金色的秋收画卷。据区种植
服务中心粮经科科长王继东
介绍，今年我区玉米产量普遍
增长，康庄镇的玉米田大多能

实现灌溉，所以产量比较高，
其它乡镇的产量虽然不及康
庄镇，但也属于高产年份，全
区平均亩产预计能达到 510
多公斤，与常年的亩产 400公
斤相比，增产了近三成，全区
预计将产玉米 87720 多吨。

“今年我区种植‘郑单 958’、
‘京单 28’等耐密型玉米品种
的面积显著增加，特别是‘郑

单 958’的种植面积达近 10万
亩，在确保亩穗数增加的同
时，为高产稳产打好了基础。”
王继东说。

除种植优质品种的内因
外，今年亩产丰收同样离不开
玉米生长期间雨量充沛的外
部因素。“入汛以来，我区共发
生 33 次降水，降水总量达
318.3毫米，这确保了玉米拔

节期间土壤墒情较好，大喇叭
口期、抽雄吐丝期等关键时期
未受旱，有利于玉米穗粒数的
增加。”王继东说。

延庆是京郊粮食主产区，
种植的玉米产量高、品质好，
并且有 10万亩玉米进行了绿
色认证。明年，我区会继续根
据市场需求，优化种植结构，
确保村民丰产又丰收。

香营乡东白庙村村民卢栓宝家正在剥玉米 张延摄

亩产较常年增产近三成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通
讯员 宋威）日前，八达岭旅
游总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的
队员们用志愿服务，给到八
达岭古长城景区参加“全球
音乐院校校长交流季”音乐
文化活动的中外音乐家和游
客们留下了热情、细致、周到
的“长城印象”。

活动当天，八达岭旅游
总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队
员们登上古长城，为参加活
动人员提供了现场翻译、引
导等志愿服务，充分展现了
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良好的
形象和精神风貌。

党员志愿者
助力文化活动

延庆选手市级
演讲舞台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日前，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
的“我有我精彩”演讲比赛
决赛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
举行，来自区广电中心的选
手王晶荣获二等奖。

据悉，参加此次演讲比
赛决赛的 15 名选手为全市
各区总工会、产业工会以及
各直属基层工会的职工。
经过激烈的角逐，王晶代表
延庆夺得了本次决赛的二
等奖。

悦安居开展
金融知识讲座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通
讯员 段嘉宁）日前，悦安居
社区开展“预防诈骗擦亮眼，
拒绝诱惑心莫贪”金融知识
讲座。

活动中，中国银行工作
人员从如何识别假币、如何
在网上安全操作等方面进行
了专业讲解，进一步提高了
社区居民的金融知识和金融
安全意识，受到社区居民们
的欢迎。

成了与“朝阳
群众”、“西城大妈”一样的

“红人”。
今年已经 60 岁的“环保

奶奶”贺玉凤，是土生土长的
延庆人。她已经义务在妫河
边捡拾垃圾 22年，虽然一开
始不被人理解，但她从未放
弃。“别人丢掉的是垃圾，我捡
起的是美德。”成为贺玉凤常
常挂在嘴边的话。

今年，贺玉凤还被评为北
京榜样月榜人物，事迹受到中
央、市级多家媒体的关注，她
也成了延庆乃至全北京的环
保名人。现在，她再去河边捡
垃圾，常被游客认出，纷纷上
前跟她合影，不少游客还自觉
把饮料瓶子扔进她的垃圾袋。

随着“环保奶奶”的走红，

贺玉凤的环保志愿行动得到了
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支持。有
来自昌平的志愿者和她取得联
系，希望加入她的志愿团队；有
商户在她带着志愿者到长城捡
拾垃圾时无偿提供盒饭……一
件件小事儿让贺玉凤感到人们
对于环保事业的支持，自己多
年的付出也是有意义的。如
今，贺玉凤的志愿者团队已经
有100多人。

贺玉凤不仅亲身践行环
保理念，还是延庆生态文明的
宣传者。作为 DV 拍客的积
极分子，贺玉凤经常把拍好的
DV新闻送往区电视台，或发
到网上，让网友看到延庆的生
态美。“各位网友，我现在在延
崇高速西大庄科村的施工现
场，延庆市民正在为工友们表

演节目，共迎中秋佳节……”
10月3日，贺玉凤用手机向网
友们直播延崇高速施工建设
现场工人迎中秋的活动。她
一口朴实的延庆话，受到很多
网友和市民的欢迎，最多时有
12万人同时在线观看。

听说市委书记点名表扬
了自己，贺玉凤十分激动。她
说：“看到蔡奇书记的批示可
把我激动坏了，真没想到那么
大的领导还能注意到我。这
以后啊，我更有干劲儿了，不
光自己干，还要带着更多的人
撸起袖子加油干，为保护好咱
延庆的生态环境作贡献。”

10月 9日，国庆、中秋假
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区委书
记李志军专门来到贺玉凤家，
慰问了这位“环保奶奶”，对她

为延庆生态文明建设和志愿服
务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李志军叮嘱区有关部门，要充
分发挥“环保奶奶”的模范带动
作用，在延庆培养出更多像“环
保奶奶”贺玉凤这样的环保志
愿者，为延庆建设国际一流的
生态文明示范区和世园会冬奥
会筹办举办贡献力量。

看到社会各界这么认可
自己，看到自己身后的志愿团
队越来越壮大，贺玉凤充满信
心。她坚定地说：“这几年咱
们延庆的喜事很多，世园会和
冬奥会将在家门口举办，前不
久还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称号，我这个‘环保奶
奶’，更得作出示范，我要带着
更多人为延庆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