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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李晨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热情讴
歌祖国70年来的伟大变革，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生动讲述
中韩街道70年来历史变迁、社会发展、
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激励和鼓舞中韩
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中韩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以“书写新时代、点亮
新中韩”为主题，举办“等你的故事”征
文活动。

主题一：突出中韩人和中韩故事。
展示中韩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发有为的奋斗精神，讲中韩故事，赞中
韩人民，颂中韩精神。
（一）人物篇。1 .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中韩街道各行各业涌现的模范标
兵、时代楷模、经历重大社会活动的历
史人物等，以人物为主题的作品；2 .能
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家庭生活变化、

人物变化等人文故事为主题的作品。
（二）社会发展篇。1 .展示中韩的乡
村风貌变革、社会变迁，自然风光，代表
建筑、特色景观等的作品；2 .展现街道
党建活动、民情走访，体现改革开放以
来，中韩街道的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学
校变革、名企发展的作品；3 .街道组织
的“喜迎新中国成立70华诞”系列庆典
活动以及“点亮新中韩”系列节庆活动
等主题活动的作品；4 .影响中韩街道在
建设文明社会、和谐社会、两型社会所
作的努力或取得的成就，以及影响中韩
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发展的大事件
为主题的作品；5 .体现中韩交通、企业
产业、城市功能、时尚生活以及消费水
平变化等体现人文生活的作品。

主题二：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
们对祖国感情的抒发。通过对人、事、
物，社会发展的描述，用文字唱响歌颂
祖国、歌颂党、讴歌社会主义事业伟大
成就，抒发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征稿要求：作品内容要紧扣主题，

立意鲜明、情感真切、富有感染力，具有
鲜明的时代气息、中韩特色，且有较高
的艺术性。面向全社会广大文学家、文
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各学校师生征
集一批优秀作品。
1 .体裁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

学等，文体不限。字数一般不超过5000
字，欢迎自配图片。2 .投稿者必须实名
投稿。投稿作品必须注明作者姓名、单
位、联系电话等信息，并填写《中韩街道
2019征文比赛报名表》（附件），报名表
与作品（以word形式）发送到指定邮
箱。3 .作品必须是原创首发。投稿者应
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
品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
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
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投稿
者应承担由其稿件及投稿行为所引发
的一切后果与责任。4 .投稿作品的著作
权归作者所有，对于所有入选作品，中
韩街道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以复

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汇编、出版等
方式使用，并不再支付稿酬。5 .本次征
文活动不收投稿费，不退稿。投稿作品
在发送过程中损毁、丢失或迟到、未到
的，相关损失及后果由投稿者自行承
担。6 .中韩街道对此次比赛活动拥有最
终解释权。凡投稿者，即视为其已同意
本次比赛之所有规定。

投 稿 细 则 ：1 . 投 稿 邮 箱 ：
zhwthd2019@163 .com。联系人：王小
明。联系电话：0532-58515756。2 .在评
选环节，由征集活动办公室初评筛选出
优秀作品后，聘请有关专家、学者、著名
作家组成评委会，对初选出的优秀作品
进行再次评审，力求公开、公正、公平，
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奖项设置：1 .此次征文活动分为少
年组（18周岁以下）和成年组，分别设一
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优秀
奖若干，所有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及纪
念品。2 .获奖作品将在《点亮新中韩》报
刊及“微中韩”公众号中陆续发布。

扫黑除恶知识问答

□半岛记者 李晨 整理

一、“恶势力”的特征及具体表现
是什么？1、一般为3人以上（相对固
定）；2、经常纠集在一起；3、使用暴
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4、多次为非
作恶、欺压百姓，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5、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及

具体表现是什么？1、有3名以上较为
固定的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2、
经常纠集在一起；3、共同故意实施3
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
等。
三、什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1、

对象为国家公职人员；2、利用手中权
力；3、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
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
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
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
等。
四、“软暴力”具体表现是什么？

1、暴力、威胁色彩不明显；2、实施者
有暴力威胁的可能性；3、会使人产生
恐惧、恐慌；4、影响他人正常生产、工
作、生活；5、通过“谈判”及滋扰、纠
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实施。
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做到哪

“两个结合”？与反腐、基层“拍蝇”结
合起来；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
来。
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两个一

律”指什么？对涉黑涉恶案件，一律深
挖其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保护
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案三

查”指什么？既要查办黑恶势力，又要
追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
护伞”，还要倒查党委、政府的主体责
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八、扫黑除恶的十项重点工作是

什么？全面开展摸排深挖、组织实施精
准打击、坚决依法严厉惩处、着力源头
防范整治、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整顿软弱涣散社区
党组织、做好社区换届选举、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社区居民朋友：
近年来，毒品死灰复燃，毒品问题

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新型
毒品的泛滥，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
大的灾难。吸毒对人的身心健康危害
极大，严重摧残人的身体，扭曲人格、
自毁前程，引发自伤、自残、自杀行为，
并容易感染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面
对严峻的毒情形势，禁毒工作刻不容
缓！中韩街道办事处在上级的正确领
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下，加大禁毒工作力度，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但是现在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
争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稳定每个

家庭的平安幸福，特向各位居民朋友
发出倡议：
一、积极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的生

活方式。努力从我做起，从我的家庭做
起，争创无毒家庭、无毒社区、和谐社
区，当好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工作的宣传
员、监督员、战斗员和爱心使者。
二、努力构筑禁毒、拒毒的思想防

线。增强禁毒法律意识，提高抵御毒品
侵袭的能力，构筑拒毒防毒的牢固防
线。关爱自己的家人，积极劝告、提醒自
己周围的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用
爱心温暖身边的家人、朋友，使他们远
离毒品，免受毒品的侵害。
三、切实增强“禁绝毒品、人人有

责”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举报吸毒、贩毒
的违法犯罪行为，主动配合公安机关打
击处理涉毒案件。关注禁毒、情注戒毒，
对吸毒人员“不抛弃、不放弃”，同走禁
毒阳光道路，共创和谐新生活。
广大社区居民朋友，做好禁毒工

作，需要您和大家的一份力量。让我们
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依法禁毒，构建
和谐”的禁毒活动中，自觉远离毒品、抵
御毒品诱惑、永不吸毒，为创建“平安中
韩”，构建和谐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您对禁毒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祝愿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幸
福！

中韩街道综治办

□半岛记者 李晨 整理

“小涛是我生的，但我现在没工作、
没钱，我不是不养他……”小涛的亲生
母亲史某在与前夫离婚后5年，从未看
望过孩子，并以无工作为由，拒绝支付
抚养费。近日，史某因拒不履行抚养义
务，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拘
留。
2010年9月，史某与李某结婚，婚

后育有一子小涛，但小涛自幼体弱多
病，生活不能自理，夫妻双方多次因孩
子健康问题发生争执，矛盾不断升级，
最终，史某和李某于2014年协议离婚，
双方约定小涛由父亲李某抚养，母亲史
某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直至小涛18
岁为止。但是，离婚后的史某对儿子小
涛不闻不问。据了解，小涛目前为一级
多重残疾，已经9岁的他从未上过学。
而史某于2016年再婚，并于2017年与
第二任丈夫生下一子。
因史某始终未尽到抚养义务，李某

作为小涛的法定代理人，将史某诉至法
院，要求史某支付抚养费，法院支持了
小涛的诉讼请求。今年1月，小涛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过走访调查，执行法官发现，被

执行人史某一直住在娘家，在她母亲开
的餐馆工作。根据小涛父亲提供的线
索，在房山区羊头岗村某餐馆，执行法
官见到了被执行人。“小涛是你的亲生
儿子，无论你与李某的婚姻状况如何，
你都应该尽到抚养义务。况且对于孩子
的抚养费问题，法院有判决，你要尽你
所能履行义务。”“我不是不养我儿子，他
也是我生的，但是我现在没工作，没钱，你
们要抓我就抓我吧，我什么也没有。”面
对执行法官的询问，史某态度生硬。
“你现在的丈夫是干什么的？”“他
没有正式工作，就是平时各处打打短
工，挣些钱，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儿
子要养，根本没有钱再养小涛。”“我们
考虑到你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抚养，暂容
你几天，你想想办法。”走之前，执行法
官要求史某3天后再来法院。
3天后，史某虽如约来到法院，但

仍旧是老态度，且声称自己目前怀有身

孕，经过医院检查，史某并未怀孕。这一
次，被执行人史某因拒不履行生效判
决、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拒不
报告财产情况，被拘留15日。

■法官说法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
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
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
利。”执行法官表示，父母不论是否离
婚，都有抚养孩子的义务，不能逃避。如
果离婚的，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需要支付抚养费。此外，根据法律规定，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
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法
院可以依法采取拘留措施。
面对身体重度残疾的小涛，执行法

官仍然寄希望被执行人史某能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主动履行义务。考虑到本
案的实际情况，执行法官下一步将会约
谈双方当事人，制定双方都满意的还款
计划，让该案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等你的故事”有奖征文开始啦
中韩街道开展“书写新时代、点亮新中韩”主题征文活动

[ 扫黑除恶 ] 坚决抵制毒品，享受美好人生
——— 致广大居民的一封信

[ 以案释法 ]

女子拒不执行判决支付抚养费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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