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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区

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山字石社区——

化解居民矛盾纠纷，
“老班长”
们有妙招！
“大姐，
您别急！请把事情的
始末详细讲述一遍，有问题我帮
您解决。”5 月 10 日上午，在兰州
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山字石社区
二楼矛盾调解室内，
“ 老班长”警
民志愿服务队成员、张掖路派出
所副所长王令成和退役军人志愿
者张玮正在聆听辖区居民王大姐
的
“烦恼”，
为她支招解忧。
自今年街道社区市域善治大
讨论开展以来，张掖路街道山字
石
“社工委”积极开展入户走访调

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结合社区
社情实际和疫情期间涌现出的优
秀退役军人和居民骨干，组建了
由 2 名社区民警、8 名退役军人、2
名民宗专干组成的
“老班长”警民
志愿服务队，通过社民联防、社警
连管的方式促进社区矛盾纠纷化
解、应急处突抢险等工作形成社
区化群防群治的有生力量。
“老班长”们都是一群可爱的
40 后、50 后、60 后的叔叔，最年
轻的 55 岁，年纪较大的 75 岁，在

参与社区常态化治安巡防和矛盾
排查中，
“ 老班长”们也总结出了
自己的一套做法，通过矛盾调解
的
“六步法”
（一听、二看、三查、四
问、五劝、六回访）帮助邻里化解
矛盾，一听就是要认真细心地听
双方当事人的诉说和陈述事实经
过；二看就是要现场查看双方当
事人陈述的事实证据和材料；三
查就是要根据所掌握的事实和证
据查找对应的法律和相关政策；
四问就是要追问当事人不清楚的

情节和调解意向；五劝就是要劝
说当事人要依法、依规进入合情、
合理、合法的调解渠道；
六回访就
是一旦达成一致意见，就要马上
签字确认，
握手言和，
次日进行回
访，
核实协议落实情况。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神经
末梢”，面对新形势下不断出现、
变化的居民新问题，需要快速有
效、合法温情地化解矛盾纠纷，消
除不稳定因素。
今年 4 月底，张掖路街道山

字石社区依托
“老班长”警民志愿
服务队，不断探索社警联动、社民
联防的群防群治新模式，用居民
的智慧化解居民的矛盾纠纷。通
过警力的支援，充实强化社区工
作人员、志愿者服务队伍的法律
知识、调解技巧与专业素养，争取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化解在早、
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基层治理赋
能增效，让“枫桥经验”继续发光
发热。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通讯员 马熔堃

闵家桥社区开展“每周公益服务 4 小时”活动
“麻烦您扫一下小兰帮办。”
近日，在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街道
闵家桥辖区各小区活跃着这样
一群身着红色马甲、佩戴红袖章
的志愿者。他们是辖区积极响
应社区党委“每周公益服务 4 小
时”倡议，加入党员先锋志愿队
的居民党员。截至目前已有 76
名党员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
“每周公益服务 4 小时”是指
党员志愿者根据自己的空闲时
间选择时间段，社区根据人员具
体情况进行统筹安排，补充到防
疫力量不足的楼院小区中，协助
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开展疫

情防控“楼院值守”工作任务，全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看着进出
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目前，76
小区的居民都健健康康、安安全
名党员志愿者的加入，极大地缓
全，心里就踏实了，这说明我的
解了社区“楼院值守”力量人手
付出是值得的。”
不足的困局。
闵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夏露
参与“每周公益服务 4 小时” 淳表示，
“ 公益服务 4 小时”是闵
的党员，不仅要在楼院值守，还
家桥社区凝聚党员力量、同心抗
要承担起辖区环境消杀的工作
疫的一次积极探索，目前运转顺
任务，每天对小区大门、院内以
畅。社区将进一步扩大志愿服
及楼道等地方进行全面消杀，切
务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动员更
断病毒传播途径。
多的党员参与到防疫志愿服务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参加党 “每周公益服务 4 小时”活动中
员志愿服务队时，有着 47 年党龄
来。
的贾兰生表示，
“ 作为一名党员，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即使退休了，也要发挥余热，做
张继培 通讯员 李景

党员先锋志愿队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兰州小伙
“聚宝盆”
中得 25 万大奖
“聚宝盆”作为近日在兰州新
上市的一款福彩即开型彩票，其
玩法简单而不失趣味，色彩鲜亮
堪称刮刮乐里的颜值担当，深深
打动了一批购彩朋友的心。就在
5 月 5 日，该票最高奖 25 万元终
于现身，花落兰州城关区刘家滩

143 号 62012502 销售站。第二
天一早，大奖得主黄先生（化名）
便在家人的陪伴下兑取了这枚幸
运大奖。
“我把刮刮乐当成了我的固
定‘玩伴’，
它让我受益良多，
而最
大的收获就是开心。”黄先生颇有

感触地说。原来他接触福彩时间
不长，只为娱乐，最喜欢刮刮乐。
别看小伙子人年轻，买起彩票来
不沉迷、理性有度，
每次投注都不
会超过 20 元。据黄先生回忆，5
日这天他走进彩票店一眼就看到
桌 子 上 零 散 放 着 一 小 叠“ 聚 宝

盆”，不假思索随手拿了四张，结
果可想而知。整个中奖过程也不
过十几分钟，
小伙子表示，
当时确
实感觉有点儿突然，就连家人都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说到怎么
安排这笔意外的收获，黄先生又
显出超年龄的成熟，决定把这笔

奖金原封不动地存起来，等到真
正需要它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而就在黄 先生兑奖离开不
久，又有一名年轻人兑取了刮刮
乐热销票“财富密码”二等奖 5 万
元，奖落兰州新区科教园区商铺
62011042 销售站，
将好运延续！

武威幸运彩民 6 元斩获福彩双色球二等奖 16.54 万元
5 月 1 日晚，
福彩双色球游戏
第 2022048 期开奖，开出红球号
码05、
07、
17、
20、
26、
31，
蓝球号码
为 14。位于武威市凉州区北关街
雷台什字的 62230145 号投注站
传来大奖喜讯，
彩民凭借一张 6 元
单式彩票幸运命中二等奖 1 注，
喜

获奖金16.54万元。
据了解，
大奖得主薛先生（化
名）是一位资深的忠实彩民，从
2000年开始的
“黄河风采”
游戏到
现在的
“双色球”
游戏，
有着二十几
年的彩龄。尤其是被双色球游戏
大奖大、小奖多的独特魅力所吸

引，
一直热衷于购买双色球。在投
注方面，
薛先生从不盲目，
每期投
注金额都不超过 10 元，这次中奖
的号码是他守了 1 年多的结果。
虽然因为一个蓝球之差，
从而与双
色球百万大奖失之交臂，
但薛先生
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兰州彩民喜中 3D 奖金 52000 元
5 月 6 日晚，福彩 3D 第 2022116 期开奖，当期中奖号码 812。我省单选开出 498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六开出 1088 注，单注奖金 173 元。我省幸运彩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武山路 186 号 62013066 号销
售站内，
以数字直选的投注方式喜提直选奖 50 注，揽获奖金 52000 元。
夏日来临，
幸运也紧随着脚步到来，
希望广大彩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
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运。

酒泉彩民精准倍投揽获 3D 奖金 10.4 万元
5 月 3 日 ，福 彩 3D 游 戏 第
2022113 期 开 出 奖 号 299，酒 泉
市玉门市花海镇东什字第
62210112 号投注站幸运彩民精
准倍投中得 100 倍直选，获得奖
金共计 10.4 万元。
5 月 6 日上午，中奖彩民王
先生（化名）来到酒泉市福彩中
心兑奖。据了解，王先生购彩已

有多年，他一有时间就去投注站
研究 3D 号码，对于该游戏更是
喜爱有加。虽然 3D 属于小盘玩
法，但选 3 个号码就可以了，简
单、中奖率高且天天开奖的特点
是他喜欢 3D 的原因。这次的中
奖号码他研究了很长时间，所以
最近选择守号方式投注，结果就
收获了 10 万多元大奖，王先生开

心的同时感觉自己也非常幸
运。
当工作人员问起选号的秘
诀时，王先生笑着说，最主要还
是多看、多思考、多研究。感觉
对了就多买几注，关键是要抱着
平常心态去购彩这件事，理性投
注，量力而行才能享受购彩的愉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