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这句诗是原平市税务局职工刘
卯怀对待爱人的真实写照。

2013年3月30日，刘卯怀的爱人
突然倒下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打破了刘卯怀一家人原本平静快乐
的生活。

这天中午，刘卯怀与往常一样下
班回家，爱人很快把热腾腾的饭菜端
上饭桌。可是爱人突然眩晕呕吐，口

吐白沫，他和儿子赶紧拨打了120。入院后，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脑干
出血。爱人深度昏迷，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院直接下了病危通
知书，刘卯怀愁得一夜之间白了头。

在医院的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爱人昏迷期间，刘卯怀七天七
夜没合过眼，两眼充满了红血丝，整个人憔悴得仿佛苍老了20岁。那
几天，他总是蹲在楼道里焦急地等待着爱人的消息，神情紧张而呆
滞。日常则是随便垫巴一口饭，衣服也顾不上换洗，他心里一遍遍告
诉自己：茂兰啊，你可一定要活下来！医院前后总共下达6次病危通
知书，让做最坏打算。但刘卯怀依然坚持不放弃，心中告诉自己无论
多难都要救。

那是让全家人最不安、最无助也最漫长的半个月。
终于，到了第十六天早上，ICU病房门开了，一名护士喊：“陈茂

兰家属进来一下，病人有动静！”刘卯怀听到后像箭一样飞奔过去，看
到头发已被剃光的老伴半睁着眼睛，意识尚未恢复，强忍了这么久的
泪水夺眶而出。

这一年，全家人基本上就在各个医院度过。日子虽难，但一家人
心怀希望，儿女也帮着照顾母亲，鼓励彼此。可好景不长，有好几次
陈茂兰突然高烧不止，每次紧急抢救都牵动着全家人的心。最严重
的一次，因为病毒性感染，且左右两肾及输尿管积石严重又引发肾
炎，必须再次进行手术，拿着签字笔的老刘内心五味杂陈……经过一
天的紧张抢救，病人终于脱离生命危险，血压、呼吸总算趋于稳定。
也许是爱人顽强的求生欲，也许是全家人虔诚的祈祷，刘卯怀终于再
次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爱人的命，但这场病也导致爱人左侧上下肢瘫
痪和语言功能障碍。

老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丈夫，为了让相伴四十载的妻子重新站
起来，他在家里开了“小医院”，购置了轮椅、升降床、电动站床、吸痰机、
制氧机等。只要能帮助妻子康复，让刘卯怀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

除上班外，刘卯怀的日常就是给老婆做饭、喂饭、洗澡擦身。他
像父母教孩子般耐心地和爱人说话，尽可能地理解她想要表达的意
思。刘卯怀仔细研究脑出血病人的营养需求，为爱人制定了专属康
复时间表。儿女们也在工作之余协助父亲照顾母亲。在家人们的精
心照料下，爱人慢慢学会了吞咽部分食物，虽然还是说不清楚话，但
也能用右手与老刘“比划”着交流几句，给压抑的日子带来一些欢乐。

多年来，单位领导也非常关心老刘，工作上给他减轻负担，精神上鼓励支持，组织同事来
家里慰问。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也尽力帮助他。这些暖心举动给了刘卯怀莫大的精神动力。

刘卯怀不离不弃给爱人看病、任劳任怨照顾爱人的事迹受到了邻里乡亲、单位同事的
一致好评。现在的老刘看上去明显苍老了许多、憔悴了很多。为了给爱人看病，自己也落
下一身病：腰肌劳损、静脉曲张、高血糖、高血压……但老刘看上去依旧那么乐观。他说，相
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感谢国家政策，感谢单位同事们，感谢亲朋好友们，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没有大家的
救助，自己真不知道怎么撑过来，还能坚持多久。再次感谢大家，感恩在心，知恩于行。”刘
卯怀这样说。 （记者张子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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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24小时服务，累计办理户籍业务
4万人次，办理身份证8.5万余张，接待群众
25万余人次。这串数字是山西省忻州市公
安局忻府分局广场户政服务室2012年以来
的业绩。由于这里以女民警为主，群众亲切
地称其为“女子服务室”。这间不到30平方
米的服务室囊括了13个派出所的户籍办理
业务，实行户籍民警轮值制度，方便了28万
城乡居民，让前来办事的群众都能满意而
归，成了忻州公安的一张亮丽名片。

“1+13+3”模式
城乡群众不为奔波烦忧

走进位于忻州市体育广场东侧的广场
户政服务室，民警热情周到、耐心细致，对群
众提出的每个问题都认真解答，让人感觉就
像在家里一样。

户口迁入迁出，出生登记，死亡注销
……这些看似简单而重复的工作流程，却与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户籍窗口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户籍
工作看似简单，但有较强的政策性、时效
性。我们也量身订制为群众服务，让每位办
事群众能满意而归。”广场户政服务室主任
赵芳说。忻府分局辖区有14个乡镇、街道，

面积1800多平方公里，近28万城乡居民，以
往群众进城务工、就医、考试等紧急情况需
要办理身份证和户籍业务时，往返少则十几
公里多则几十公里，尤其是在节假日、夜间
等非工作时段，群众只能束手无策。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忻府分局创新警
务模式，于2012年成立广场户政服务室，实
行“1+13+3”工作模式，设立一名主任主持
工作，安排全局 13 个派出所户籍民警轮流
到服务室值班，3 名辅警轮班值守，24 小时
为群众提供服务。

“我以往跑一趟得十几公里，现在来这
里只需要几分钟，刚刚办了身份证换领手
续。这里每个民警都很热情，我在城里务
工，就爱来广场服务室办事。”一名居民说。

“定制服务”
燃眉之急变春风拂面

每次遇到中考、高考等，总有几个临上
考场找不着身份证的“小马虎”，广场户政服
务室24小时服务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近
年来，服务室开通预约热线，居民经过电话
或现场预约后，即可享受“定制服务”。

今年6月4日，考生小李在整理备考资料
时找不到身份证，家人急忙来到户政服务室办

理。值班民警受理后，及时联系山西省公安厅
制证中心，并将制证中心地址和电话告知小李
的父亲，方便其及时取证，不耽误高考。

“今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当天，我一大
早发现身份证丢了，赶紧打电话联系广场服
务室。到达服务室后，三分钟就拿到了临时
身份证，一点儿没耽误考试。”

宛如春风拂面，在群众期待的目光下，
广场户政服务室民警用温情服务消除了群
众的焦急。

延伸服务触角
户政室成为“暖心之家”

这间小小的服务室功能很强大。这里
有身份证受理一体机，爱美的群众可以多拍
几次选一张中意的照片；这里有开水、雨伞、
急救药品等，以备群众不时之需；这里还开
通亲民小广播，为群众提供天气预报、路况
信息及失物招领等服务。民警想在前、干在
先，时刻为群众提供便捷、周到、温馨的服
务，让服务室成了服务群众的“暖心之家”。

“那天我在路边跌倒划伤了手腕，出血量
很大，我既急又怕。幸亏服务室民警帮我包
扎伤口紧急止血，特别感谢她们。丢东西、找
小孩、车子打气……大家有事总能想到这里，

她们总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居民张大姐说起
广场服务室，话匣子打开就合不上。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热心市民将一名迷
路的小女孩送到服务室，希望能帮孩子找到
家长。民警通过微信群发出启事，信息不断
转发、扩散，一个半小时后孩子的父亲赶到了
服务室。民警真心为群众的事想办法，让大
家感到很温暖。”居民张先生来领取前几天办
好的身份证，对服务室民警赞不绝口。

去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改变了节日喜庆的气氛，打乱了人们的工
作生活秩序，办户口和身份证成为居民的难
题。“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群众最需要我们的
时候！”广场户政服务室民警克服困难，做好
防护措施，依旧做到门照常开、业务照常办
理，为每名有需求的居民提供便利。在疫情
形势最严峻的2月和3月，民警仍为群众办
理身份证200余张。

情，在天地间播撒；根，在群众中深扎。
因工作出色，广场户政服务室于2015年被共
青团山西省委命名为青年文明号，今年被共
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目前，广
场户政服务室的女警们，正在用一颗颗赤子之
心，进一步巩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
果，续写青春无悔、一心为民的动人故事。
（据《人民公安报》2021年12月20日第5版）

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脱下戎装，亦显担
当。无论是在部队服役，还是退役之后，他都
以实际行动诠释军人本色，时刻不忘为民初
心。他就是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三岔村原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田志东。不久前，田
志东获评2021年度山西“最美退役军人”。

1999年，风华正茂的田志东怀揣理想、
应征入伍。在部队，他争当排头尖兵，不怕
苦、不怕累，严格训练，扎牢军事基础，夯实
政治素养。2002 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成为班长。“优秀思想骨干”“优秀党
员”“优秀士兵”“优秀班长”……一个个荣
誉，见证了他的成长。

2004 年 12 月，田志东退役返乡。退役
不退志，退伍不褪色，他始终以军人的标准

要求自己。办公室里常挂着当年穿过的军
装，床上依旧是军被，他把部队的优良作风
带到了家乡建设中。2019年9月，开始担任
三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前任工
作基础上，他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凝心聚力，
创新规范党支部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全村产
业发展规划，在各类企业、合作社建立党组
织，实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退役军人，
我带头！”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
刚上任几个月的田志东组织党员干部，带领
村企退役军人，迎难而上，打响疫情防控阻
击战。他们在村路口坚守卡点，每日三班
倒，24小时值守，风餐露宿，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在脱贫攻坚战中，田志东带领村党支部
成员和党员干部带头包联重点脱贫对象，开
展精准脱贫，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收入
实现20％增长。

村集体实力强了，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变
化。文化广场翻新了，装配了健身器材，更
新了宣传橱窗，新建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利用大型机械清理了村内的陈年垃圾，
新配备了垃圾箱，打了深水井，彻底解决了
村民饮水问题。在村“两委”带领和扶贫工
作队支持下，2020 年 3 月，三岔村 80 户 169
人全部脱贫摘帽，实现整村脱贫。2021年，
田志东积极对接县农业农村局实施高标准
农田灌溉项目，助力村民增收。

干要有榜样。三岔村积极拓展扩大村
民务工渠道，在全村开展“致富示范户”活
动。田志东与驻村企业忻州神达南岔煤业
有限公司领导多次沟通，成立了“村企共建
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村企27名（村10名、
企业17名）退役军人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激
发了村企退役军人双拥共建、振兴乡村的热
情，也构建起了退役军人、村民与本土企业
间的就业创业平台，先后帮助 57 名村民就
近务工。为了激励村里多出人才，三岔村制
定了奖励优秀学子制度，村里孩子中考、高
考、考研取得好成绩，都会受到表彰，颁发奖
金，以此激励孩子们奋发图强、好学上进，如
今已有6名学子喜获奖励。
（据《山西日报》2021年12月20日第5版）

忻州忻府将 13 个派出所户籍民警“聚指成拳”

广 场 户 政 室 成 了 服 务 群 众 的“ 品 牌 ”

田 志 东 ：家 乡 人 民 的“ 勤 务 兵 ”

本报讯 为确保元旦期间公路安全畅
通，忻州南高速路政一中队精心组织安排，认
真落实各项措施，对元旦期间的工作进行了
全面安排部署，切实做好服务提升。

一是召开专题会议，科学进行工作部
署。提高全体队员思想意识，全面落实保畅
责任，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具体。

二是强化预防措施，积极应对各类特殊
情况。根据元旦期间车辆密集出行等特殊情
况制定专项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发
挥有限的人力资源作用，坚决贯彻落实“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三是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消除安全隐
患于未然。预先安排巡查人员对辖区路段
内隔离网、高边坡、跨线天桥进行专项巡
查，发现隐患及时通知养护部门进行修复，
同时加大桥梁涵洞安全清查工作密度，针
对各类违章、违规搭建情况及时采取有效

整改措施，确保隐患排查做到“发现早、处
理早”。

四是安全责任到位。路政一中队成立元
旦期间道路安全保畅小组，坚持值班领导靠
前指挥，确保元旦期间道路安全畅通工作平
稳有序开展。

五是联勤联动到位。路政一中队加强与
高速交警、养护部门、信息监控中心的配合，
实行多方联动机制，并加大对工作的指挥协
调力度，若遇突发事件，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
案，妥善处理。

六是热情服务到位。路政一中队要求全
体队员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服务意识，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展示路政
人的良好形象。在巡查车配备饮用水、医药
箱、工具箱、地图等一些便民设施，为广大司
乘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生活服务。

（韩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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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好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活动室公共服务工作，连
日来，河曲县陆续在楼子营镇、西口镇等地举行了“河曲民歌、二人台、特色广场舞”培训班，培
训内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和利用、乡村振兴等文艺创作为主。

王春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