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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曾宇航 唐磊） 今天下午， 省少工委六
届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提出， 将加强
少年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引导少年儿童从小
争当好网民。

会上， 团省委副书记、 省少工委主任廖
良辉总结了我省2015年少先队工作。 2015
年， 全省各地积极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少
先队工作政策文件， 加强了对少先队的组
织领导和制度保障； 开展了全省首届少先
队活动精品课程竞赛， 少先队活动得到普
及； 大力加强少先队辅导员培训， 推出全省
辅导员网络培训平台， 全省近7万名辅导员
老师参加了网络培训； 继续深化与湖南大
学合作， 培养少先队专业硕士、 博士， 开展
少先队课题研究， 深入推动了少先队学科
建设。

2016年， 湖南将依托“智慧团建” 探索
“智慧队建”， 建立假日和校外服务联盟， 把
网上答疑解惑与线下服务紧密结合起来， 整
合团内外资源服务少年儿童实际需求。 加强
“少年湖南” 微信公众号建设， 实现少先队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 加强少年儿童文
化艺术产品的合作开发，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广泛传播， 加强少年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引
导少年儿童从小争当好网民。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周子夜

4月13日， 沅江市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内，
法官、书记员、当事人全都低头摆弄着手机。 什
么情况？ 其实这是沅江法院首次试水“微信庭
审”。

9时30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准时开庭。42岁
的陈力（化名）和40岁的肖羽（化名）均是沅江市
人，于2006年10月10日在沅江市登记结婚，2008
年3月6日生育一女儿。 婚后，原被告因性格不合，
为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亲朋好友曾多次劝解，夫
妻关系都无法得到改善。 从2013年4月起，原、被
告开始分居生活，至今已3年之久。

陈力称，肖羽和他感情一直不好，分居后更
是无来往，现在肖羽已经去美国工作，不愿意回
家， 两人几乎断了联系， 导致夫妻关系名存实
亡。今年4月5日，陈力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选择离婚。

沅江市人民法院民一庭于4月5日受理此
案。 男方在外地工作，希望法院尽快处理此案。
民一庭受理此案后，积极联系原被告，衔接沟通
开庭事宜。 但女方肖羽表示，她同意离婚，但因

工作原因无法回国，不能回沅江出庭应诉。而通
过邮寄、 公告等传统方式又会使案件审理时间
拖长。

这让法院陷入两难境地：在离婚案件中，法
律要求当事人亲自出庭；另一方面，本案当事人
确实存在出庭的困难。

承办法官决定尝试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
通过微信网络视频远程开庭，同步直播，让原、
被告在法官的主持下， 在电脑前面对面地开展
庭审。这一想法得到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
经过沟通， 承办法官用微信号添加了双方当事
人，将诉讼文书等材料通过微信送达给被告，并
将“微信庭审”开庭时间定在4月13日。

开庭当天， 被告桌上摆放着一台接通微信
视频的电脑， 远在美国的肖羽通过手机视频就
能看到审判庭的全景。 法官通过远程视频进行
法庭调查、庭审举证、质证、庭审辩论等流程。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婚后夫妻
关系一直不好，迄今已分居3年之久，被告现又
出国工作，致夫妻感情破裂。现陈力起诉要求与
肖羽离婚，肖羽也表示同意离婚，可以认定原、
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法官对该案予以当庭
宣判，准予陈力与肖羽离婚。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通讯员 姚广平 ）
近日， 省国资委召开“纠‘四风’、 治陋习”
专项整治会议， 提出对违纪违规行为， 将坚
决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通报曝光一起，
以问责追责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中央八项规定、 省委九项规定实施以来，
省国资委党委持之以恒抓正风肃纪， 大力整治
“四风” 问题， 作风建设不断深化。 为遏制“四
风” 问题反弹和回潮， 省国资委将推进专项整
治和巡视整改工作扎实开展。 按照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列出的五个方面的23项内容和省委巡视
第二组反馈的四个方面的意见， 有针对性地抓
好整治整改。 做到力度不“松”、 温度不“降”，
对违纪违规行为， 坚决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
起、 通报曝光一起； 同时， 将推动专项整治和
巡视整改工作， 与推动监管企业提质增效、 深
化改革结合起来， 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平）资兴警方成功破获一起涉
案金额高达1.78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潜逃2年多的嫌疑人李某某落入法
网。 日前， 案件已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2013年9月底， 资兴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陆续接到数十起报警， 受害人均称
被一个叫李某某的资兴籍中年女子诈
骗。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经查，嫌疑人李
某某（女，1975年生，资兴市兰市乡人）

以承建飞机场、高速公路、电站等项目为
幌子，许诺给予投资人（借款人）高额利
息， 大肆蛊惑身边亲友及图高额利息回
报的人来“投资”，先后在资兴、宜章、郴
州城区等地实施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金额高达1.78亿元。 案发后，李某某携
巨款潜逃外地。 民警辗转江苏、广西、广
东等地调查。去年12月，民警获得重要线
索———李某某居住在邵阳市。 民警立即
赶往邵阳市，经周密侦查，于12月24日
将李某某抓获。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云） 衡阳市纪委今天对外通
报，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
邹高帆涉嫌严重违纪， 衡阳市水利局总
工程师、 党委委员高银生涉嫌违纪， 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南岳区副区长邹长
青涉嫌严重违纪， 被衡阳市监察局立案
审查； 衡阳市经济干部学校校长、 党委
书记张志坚涉嫌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
调查。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周彬彬 ）今天下午，中共湖南
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2016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省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党建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近年来，通过持续开展集中组建、规
范化提质升级等一系列工作， 我省非公
经济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
设取得新成效， 党员总量增速更趋合理、
队伍活力持续增强， 组织覆盖更加全面、
作用发挥更有力。 为推进基层党组织组

建工作，2016年，省非公经济组织党工委
将加强动态管理和查漏补缺，确保规模以
上非公经济组织实现党组织的全覆盖。认
真研究商务楼宇、工业园区、专业市场等
难点领域基层党组织组建工作，注重掌握
县（区）、街道基层党建工作动态和成功经
验，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新模式。开展
湖南异地商会党建工作，适时成立湖南异
地商会联合党委。以楼宇建党、园区建党、
市场建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和
工作覆盖面。

讨债二十八载 却因“超时”败诉

法院将开听证会讨论是否再审

引导少儿
从小争当好网民
省少工委提出：
加强少儿媒介素养教育

非法集资1.78亿元
资兴人李某某潜逃2年多终落法网

衡阳市4名处级干部被查

确保规模以上非公经济组织
实现党组织全覆盖

省国资委铁律
“纠‘四风’、治陋习”
对违纪违规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因为1988年乡政府拖欠的一笔工程款，28
年来， 娄底市双峰县七旬老人陈伯宇不停地在
双峰县、郴州市、资兴市之间反复奔波。期间，陈
伯宇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没有立案。去年，法
院终于立案， 却因“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
效”被判败诉。近日，陈伯宇及其代理律师收到
湖南省高院通知， 该案将于4月22日上午9时在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再审复查听证。

2015年2月3日， 资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陈伯宇诉资兴市兴宁镇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一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原告陈伯宇
的诉讼请求为：1988年11月22日，原坪石乡政府
与时年46岁的原告陈伯宇签订了《关于税里二
级电站一期工程施工承包协定》，约定税里二级

电站的一期工程包括拦河坝和引水渠， 由陈伯
宇承包施工。 陈伯宇依据该协议完成了相关工
程。1989年9月15日，该工程验收合格，确认应付
工程款为141230元。 因工程进行时向陈伯宇预
支了生活费2万元，故坪石乡政府尚欠陈伯宇工
程款121230元。

陈伯宇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多次找该乡
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催讨工程款， 但均未得到
有效解决。2012年，坪石乡、何家山乡、兴宁镇等
建制合并，设立兴宁镇。陈伯宇不断找兴宁镇政
府领导解决工程款问题，均未果。陈伯宇特起诉
至法院，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121230元及利息184224元。

资兴市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节， 由于
双方在调解中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法庭于2015
年7月9日作出判决， 以原告陈伯宇已经超过20

年最长诉讼时效，判决驳回陈伯宇的诉讼请求。
陈伯宇不服，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5年10月15日，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
的理由驳回原告陈伯宇的上诉，维持原判。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
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
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
讼时效期间。”陈伯宇代理律师认为，早在1992
年11月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信访回执，让
当时陈伯宇的代理人去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符合事实请审查指定资兴或你院立案。”但
是，法院最终没有立案。因为法院不立案，给当
事人主张权利造成了客观障碍，并不是当事人
本人的原因，以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为由判陈伯
宇败诉不合理。 陈伯宇遂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

人在美国住 微信把婚离
———沅江法院试水“微信庭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吴红艳

“打日本鬼子！”电视机前，公公对着
“日军”又“打”又“杀”。餐厅里，父亲激昂
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4月18日， 花垣县城边城家园住宅区任
金萍家里，和往常一样热闹。

今年51岁的任金萍， 是5位老人的
“亲闺女”。

今年88岁的公公、92岁的父亲，都
住到了一个屋檐下。 两位老人都是参加
过抗美援朝的老兵， 父亲还参加过抗日
战争。 之前，婆婆身患绝症，丈夫的伯父
伯母是高龄五保老人。 20多年来，任金
萍围着5位老人团团转。

“老人家，请您伸出右脚。”公公年事
增加，身体每况愈下，当天，又住进了县
医院。

“报告医生，我的右脚连根掉在朝鲜
了！ ”公公黯然泪下。

1953年，公公龙来保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受伤，右腿被高位截肢。 这些年来，
吃喝拉撒全靠人料理。

“爸爸，我的脚，就是你的脚。 ”自20
多年前，任金萍踏进龙家大门第一天起，
她对公公就格外心疼。

考虑到公公腿脚不便， 待在家里的
时间长、闷得慌，任金萍特意借钱买来一
台电视机，专门播放公公喜欢看的节目。
她还在狭窄的院子里种上花草， 常常推
着轮椅带公公到院子晒晒太阳、透透气。

2010年，婆婆不幸患上绝症。 任金
萍守在床边日夜不离。后来，婆婆不幸病

逝，她遗憾至今：“婆婆爱旅游，真后悔当
初没有借钱，带她去游趟北京。 ”

公公婆婆喜欢任金萍， 父亲更是离
不开任金萍。

父亲耳朵聋， 性格倔，5年前还患上
老年痴呆症，稍不如意就摔打家具。

有一回，父亲患病昏睡过去，任金萍
日夜守在床边服侍。不曾料到，父亲醒来
却狠狠扇了她几巴掌，“你是谁？ 想偷我
钱？ ”

父亲竟悄悄跑到小区门卫室报警：
“我家被偷了，3万块钱不见了！ ”当任金
萍接到电话赶到门卫室时， 父亲当众抓
住她一通乱打：“就是这个女人偷的，前
几天， 我一睁开眼就看见她坐在我床
边！ ”

任金萍委屈得直掉眼泪。 但她始终
想：“只要老人家好， 我累点痛点儿，值
得！ ”

“县城里，公公、婆婆，还有老父亲需
要金萍服侍；乡里，丈夫的伯父伯母也需
要她照顾。”邻居周大姐掐起指头算：“这
些年来，金萍成了5个老人的‘亲闺女’。”

丈夫龙绍明的伯父伯母膝下无子
女，是农村五保老人。

任金萍三番五次去村里接伯父伯母
进城住，二老则三番五次悄悄跑回去。

任金萍在县城开了个小小的窗帘
店，挣得不多，花得不少，她常常买了东
西便大包小包往乡里搬，油盐柴米、衣服
鞋袜等样样管。伯父伯母害病了，她连夜
赶回去接老人家到医院就医。 伯父伯母
相继离世， 任金萍与丈夫为二老戴孝送
终。 苗寨的乡亲们连连赞赏“好媳妇！ ”

家有“五老” 个个是宝

老百姓的故事

花垣女子任金萍多年来悉心照料父亲、公公、婆婆、伯父、伯母———

� � � � 4月18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库区务江渡口水域， 民
兵应急连成员进行冲锋舟驾驶训练。 唐建国 摄防汛技能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