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曝曝 光光 台台之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本报讯（记者 袁询）7月9日，记者从
区法院了解到，为推进法治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法律权威
和尊严，进一步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

曝光和惩处力度，从2017年至今，区法院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8301 人，进一步扩大
了执行工作的影响力，在全社会营造了
守信人畅通无阻、失信人寸步难行的诚
信环境。

据悉，对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以伪造
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

的；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
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违反财产报告
制度的；违反限制消费令的；无正当理由
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同时，法院将向公安边防、工商、房
管、国土、建设规划、民航、高铁等行政主
管部门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招投标单
位予以通报，由相关部门对其在招标投
标、行政审批、融资信贷、市场准入、乘坐
飞机、高铁、出境等方面给予限制。

为及时对严重失信行为“亮剑”，近年

来，区法院通过微信公众号、电子大屏幕、
电视、报纸等平台详细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案号等
相关信息，使其无处遁形。在对方拒不履
行的情况下，法院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对失信被执行人集中曝光，区法
院借助社会舆论力量织密诚信天网，营造
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氛围，督
促失信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有效促进
了合川诚信体系和诚信社会建设。

区法院

3年公布失信被执行人8301人 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为全面实施《社区矫正
法》，营造浓厚的学习宣传氛围，增强辖区居民的知
晓率和参与度，7 月 5 日，燕窝司法所组织部分矫正
对象学习《社区矫正法》。此外，司法干部还下村进
行人民调解，对刑释人员进行走访，入户宣传《社区
矫正法》。

据了解，燕窝司法所于近期三次进行了集中普法
宣传，为进一步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营造了良好法治氛围。

燕窝镇

宣传《社区矫正法》

本报讯（记者 周云）7月8日上午，九旬非物质文
化遗产“合川纸扎”技艺传承人黄介眉喜收“关门弟
子”，收徒仪式在位于南津街街道的合川洪源川剧院
举行。向黄介眉老人拜师学艺的，是合川洪源川剧院
副院长廖光阳。

现年94岁的黄介眉已从事“纸扎技艺”50余年，
主要从事车灯、花灯、灯笼、彩龙、书画装裱及演川剧
戴的官帽、凤冠等纸扎作品，是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合川纸扎”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带了一批徒弟。
此次拜师的廖光阳是其“关门弟子”。现年53岁的廖
光阳从小喜欢传统文化，特别喜欢川剧表演艺术与

“合川纸扎”技艺。拜师仪式由84岁的合川川剧表演
艺术家邱永江主持。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区文化
馆、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合川峡砚”等其它非遗传承
人代表出席并见证拜师仪式。黄介眉老人还将自己
编撰的《黄介眉五十年》亲手传授给廖光阳，里面记载
了黄介眉老人从事“合川纸扎”技艺的研究成果及心
得体会。对于师长的关爱与厚望，廖光阳感激不尽，
表示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尊敬师长、潜心学艺，积极弘
扬传承传统文化。

九旬非遗传承人
喜收弟子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通讯员 杨
林）连日来，云门街道组织300余名志愿
者分组围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7月1日，云门街道双江村文明实践
志愿小队 10 余名志愿者来到刘文学墓
园，祭扫墓园、敬献花篮、挽联、宣讲刘文
学英雄事迹。

7 月 2 日，在铁家村石坝院子大院
内，8名云门街道新时代文明志愿者、铁
家村干部、院内村民一起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对农村道路两侧乱堆乱放杂物进

行清扫整理，并号召村民注重房前屋后
环境卫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近几天，天星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
展走访慰问贫困家庭、贫困人群活动，对
辖区内的贫困户、残疾人进行走访慰问。
志愿者们进入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与
他们交流谈心，了
解他们现在的生活
情况，鼓励他们积
极面对生活，并为
他们送上大米、食
用油等生活用品。

云门街道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易宏金）为深入推

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7月6日，合阳城
街道 170 余名机关干部，走进辖区 22 个
村（社区），到各自网格开展创建宣传发
动、环境卫生整治、不文明行为劝导、突
出问题整改等工作，用实际行动，倡导群

众讲卫生、讲文明，营造全
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当天，机关干部与各
村（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一起，或手拿铁夹和扫
帚，捡拾路面垃圾，清理卫

生死角；或走进临街商铺门店，宣传创建
知识，督促落实“门前四包”；对车辆停放
不规范和随地吐痰、乱闯红灯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劝导；走街串巷排查问题，一些
市民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之中。

据悉，合阳城街道采取每周一集中
整治与常态提升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问
题在网格内解决、民意在网格内提升、创
建在网格内达标。同时，成立12个推进
组，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
理体系，全力推进国家卫生区成果巩固
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合阳城街道

深入网格补短板

本报讯（记者 袁询 通讯员 郑
仕燕 摄影报道）为切实做好关心关
爱残疾儿童思想道德建设，7 月 8
日，盐井街道助残志愿服务大队联
合盐井小学开展送教上门志愿服
务活动。

志愿者们送教上门的第一个
孩子叫邹豪（化名），家住盐井街
道水波洞村，本人出生于 2007 年，
智力残二级，父亲和母亲都是视
力残二级，家中还有一个 4 岁的
弟弟，是一户三残低保家庭。盐

井小学的老师向家长详细了解了
孩子平时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
身体状况等情况，并与孩子一起
阅读了故事绘本。临走时，志愿
者还给他送上牛奶、玩具、书本、
笔、本子和篮球等慰问品。

当天，志愿者们共走访慰问了
7 名重度残疾儿童，根据每个孩子
的实际情况、残疾类别和残疾程
度，为他们提供了适合的送教内
容，也体现了政府、学校对他们的
关心和关爱。

盐井街道

为残疾儿童
送 教 上 门

这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也是一个幸福
的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合川清平镇，只
要谈起龙能利的家庭，许多人都会流露出
羡慕的眼神。龙能利，是清平镇政府的一
名退休干部，中共党员，丈夫王美健在清
平镇政府担任驾驶员工作，儿子王祥霖退
伍后与儿媳唐雯共同经营一家企业，孙女
今年已满3岁长得乖巧可爱。

他们一家人始终坚持“孝”字当头，
“爱”字装心，几十年如一日艰辛付出，无
怨无悔地侍奉着老人，将爱心一点一滴地
倾注在周边邻里间，用平凡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诠释着家与爱的真谛，受到邻里和社
会的一致称赞。

百善孝为先

心中有爱才能倾力营造家的和谐、家
的温馨；心中有爱才能同享甘甜雨露，同
抵狂风暴雨。2016 年因母亲去世，年近
八旬的老父悲伤过度患上了老年痴呆
症，生活不能自理。龙能利主动承担起
照顾父亲的重任——料理父亲起居，她
把父亲居住的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父
亲换下的衣服及时清洗，被褥经常晾晒，
合理搭配一日三餐，平时一有时间就会带
父亲外出上街散心，呼吸新鲜空气……父
亲的衣食住行，在龙能利的精心操持下，

显得井井有条。
在她的感染下，她的丈夫、儿子、儿媳

也主动帮助照顾老人，孝敬老人。为了让
岳父身体早日恢复，丈夫王美健每天早晚
稍有空闲，都亲自搀着岳父到户外做康复
训练。儿子王祥霖、儿媳唐雯每天下班回
家，第一件事就是陪外公聊天解闷,把看到
和听说的日常小事或新闻讲给外公听，让
外公了解外面的世界，让老人家身心愉
悦。

整个家庭成员齐心协力，形成了孝老
爱亲的文明家风，家庭平时生活中很少出
现矛盾冲突，大家能互相体谅，宽容谦让，

养成了互相理解、尊重、关爱的和谐氛围。

传承好家风

真心待人是龙能利家庭的处事态度，
他们一家人与邻居和睦相处，邻居们有事
需要帮忙，他们也都热心帮助。在退休
前，龙能利不论做任何工作都一丝不苟、
任劳任怨，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在本职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先后
多次被评为合川区财政系统先进个人；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时，为了能
更好的帮助大家排忧解难，她专门成立了

“大姐调解工作室”，为无数家庭调解矛盾
纠纷。

退休后她继续发挥余热，主动加入社
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参加各类公益活动。
如：参加迎端午主题活动，活动后特意把
粽子煮熟，送到社区困难户、失独家庭、空
巢老人及留守儿童家中；她还积极参加社
区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看望慰问清平镇
敬老院老人，陪老人们聊天，送慰问礼品
到老人手上；参加社区组织开展的红樱桃

“冬日针爱”志愿服务活动，为贫困地区的
留 守 儿 童 和 孤 寡 老 人 送 去 慰 问 和 温
暖……

对于龙能利的“热心大姐”行为，丈夫
王美健一直是妻唱夫随，除了当好家里的

“贤内助”，但凡一有时间他都会和龙能利
一起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那些有
困难的人。王美健说：“现在日子好了，但
我们不能忘本，只要有余力就应该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应该把正能量传递到
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在两口子的言传身
教下，儿子儿媳也在公益这条道路上越走
越远。每逢中秋、端午、春节等传统节日，
他们都会主动与社区联系，走访慰问社区
困难户，为困难户送上柴米油盐，给予他
们精神上的关怀和物质上的帮助，发挥小
家庭的力量，为他人送温暖，用实际行动
为美丽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有人问我，家是什么？我认为家是
一份职责，家是彼此的真诚相待，家是温
暖的港湾。因为有了温馨的家，才能有
发展事业的后盾，才能有帮助他人的余
力。”龙能利说，幸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
家庭成员之间要用心体谅对方，用情建设
家园。

孝道为先 营造温暖港湾
——记合川区文明家庭清平镇龙能利家庭

○记者 甘晓伟

文明家庭文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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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能利（左三）幸福和谐的一家人 受访者供图

崇尚自由、平等，市场经济
才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追
求公正、法治，社会生活才有崇
德向善的道德风尚。

当今中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也面临着更高层次
的挑战。经济发展起来以后，
社会领域的利益纠葛、无序竞
争、行为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
物质生活逐渐丰盈，人们的权
利意识水涨船高，对公平正义
有新的诉求。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过程中，如此强调社会
层面的价值共识，将“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
会的共同价值取向。

细数改革面临的硬骨头，
多数都与人们的“公平焦虑”有
关。教育公平、医疗改革屡屡
拨动心弦，诉说着人们真诚向
往平等的发展机会；收入差距、
身份歧视动辄引发关注，折射
出人们满心渴望公正的社会环
境；司法案件频频成为舆论热
点，反映着人们热切期盼法治
政府和司法公正。发展起来以
后，多元思想不断交流交锋交
融，越是众声喧哗，越要坚守公
平正义的共同信念，用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引领
思潮、凝聚共识、整合社会。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决
定着这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努
力方向。市场经济本就崇尚身
份平等和规则公平，现代社会
更以公正和法治为价值核心。
如果公平的阳光变得晦暗、正
义的空气逐渐稀薄，市场经济
就可能异化为茹毛饮血的霍布
斯丛林，现代社会可能陷入你争我斗的零和游戏，社
会主义本质就难以彰显和体现。相反，当机会的大门
向所有人敞开，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社会
信任才会蓬勃生长，公民美德才会蔚为风尚，个体的
绚丽人生才能绘入中国梦的美好图景。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不
仅需要价值共识的弘扬，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制
度文明的建设。十八大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
系”，三中全会强调“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这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
要求。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勇气，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消除体制机制的积弊，才能为公平正
义的价值生长创造更好的制度土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有赖于释放社会
活力、激扬内生动力。当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为
共同追求，当公平正义的阳光洒向每个角落，社会活
力才会竞相迸发，内生动力才会充分涌流，改革发展
和民族复兴才能获得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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