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莫进华

“真没想到还能来我家里开庭，
谢谢你们！”6月12日， 通道播阳镇
黄土团村村民杨某满， 握着县人民
法院廖勇奇法官的手激动地说。

因种种原因， 妻子将杨某满告
上了法庭，请求判决离婚。考虑到杨
某满下肢瘫痪，不方便出行，廖勇奇
决定将巡回法庭搬到了被告家中。

通道侗族人口占78.3%， 多居
住在农村和偏远山区。 为此， 近年
来，通道人民法院勇于创新，推出了
一系列接地气、 具有民族特色的司
法为民举措，打通了司法为民的“最
后一公里”。今年，该院荣获“全国优
秀法院”荣誉称号。

“双语法庭”
“鼓楼审判”接地气

通道法院刑庭庭长石英姿系侗
族人，她是该院的一名“双语法官”，
能用汉语、侗语进行开庭。

前不久， 石英姿在审理一起失
火案时，注意到该案3个被告人都是
60多岁的侗族大娘，不懂汉语。

3人系双江镇红香村村民，在山
场烧炭时因疏忽大意， 不慎引燃炭
窑边上的杂草，酿成森林火灾，被提
起公诉。

“如果用汉语进行开庭，那很难
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 辩护权等权
益。”石英姿说。该案审理时，法院使
用了“双语法庭”。

立案庭的杨爱和，也是一名“双
语法官”。他说，在立案庭说侗语，更
便于侗族群众前来立案咨询， 接地
气能拉近群众与法院的距离。

自2014年以来，该院选拔了17
名“双语法官”走上审判一线岗位，
利用“双语法庭” 审理案件400余
件。

鼓楼是侗族的标志， 是侗族群
众议事、休息、集会的场所。为方便
群众诉讼， 通道法院将法庭搬到了
侗寨鼓楼里，3年来，该院共开展“鼓
楼巡回审判”案件180余件。

除了“双语法庭”“鼓楼审判”，
该院还有 “巡回法庭”“女子法庭”

“集市法庭”“假日法庭” 等为民举
措，受到侗族群众的欢迎。

“三民”陪审
打通最后一公里

“我们紧扣‘民族、民俗、民智’，
创新人民陪审工作。”通道法院政治
部主任吴明鹏介绍， 在人民陪审员

“倍增计划”中注重选拔少数民族同
胞，在司法实践中引入侗俗、侗款、
侗语等“民间智慧”，通过“侗语+侗
款”、“陪审+巡回”的模式。人民陪
审员在诉前、诉中全程参与调解。

据了解， 自2014年以
来，该院选任了40名人民陪
审员，其中30人为侗族，9人
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村
主任。

陇城镇老寨社区居委会
主任陆万德，系人民陪审员，

群众称他为“编外法官”。
陇城镇马安村的杨圣军要为他家

的20棵树讨个说法。原因是村里去年
在抗洪排险的时候， 毁了他家种植在
山林里的树。协商未果后，杨圣军写好
了诉状。

去年4月，陆万德参与了该案的调
解。“我用侗语对杨圣军说， 这件事没
必要进法院去。村里抗洪排险，也是为
了大伙着想嘛。”陆万德说。经过调解，
村里赔偿了杨圣军800元钱。

“侗款”，侗语读音为“占巴”，是侗
族部落、 村寨之间以盟誓与约法建立
的社会组织。侗款条文世代相传，对调
整族群内部关系起重要作用。 在司法
实践中，通道法院引入侗款、侗俗、侗
语等“民智”，让很多矛盾纠纷在未走
进法庭大门就已经解决。

蒋思芳也是一名侗族人民陪审
员。今年3月在万佛山镇参与一起离婚
案审理时，蒋思芳在调解时引用“公
序良俗”忠诚爱情等侗款条文，成功调
解了这一案件。

“我们注重选拔侗族人民陪审员，
因为他们有时比法官更懂矛盾成因，
有利于打开矛盾双方的心结。”通道法
院院长舒卫平说， 自2014年以来，该
院人民陪审员参与诉前调解568次，
调解成功262次。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陈阳要闻03

!"#$ !" % #

!"#$"%&'()*+,-./0123456
789:;<2=>?@5ABCD()*+,-.EF
GH()*+IJKL,-.MFG2N,O;<PQH
.RSTUVW6.MXYZ[\]^_`PQabc[
\d0efghijklfghi2Omnopqrstu
v8wx,yz{2| !"#$ } % ~ !& ��?N,���
^2�Opq���:��]N,�UVW6.MjA��
�����2O.R��2��W�� '() �d0efg
hij� #& �dklfghi(��uv8wx,()*
+,-.E�IJKL,-.MFG\���\(�X2N
, !&#* }��wxIJ +!&#*,#&%!  w¡d()*+
,-./FG\b¢£¤� ¥¦A§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0012334445/6784589:5;6

!)*+,-./0123
!"#$ 4 % 5 #% 6

7*+8-.90123:;<=>?@ABC
1DEFGH$IJKL1DEMGNO<P

根据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六
部门《关于评选表彰第六届全国道
德模范的通知》（文明办﹝2017﹞12
号）要求，经各市州、各单位层层遴
选推荐和省活动组委会评选委员会

评审，确定了10名湖南省第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现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为2017年6月22日至2017年
6月28日。

欢迎社会各界参与监督评议，

如有意见建议，请于6月28日前向湖
南省文明办反映。

通讯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
北路1号湖南省文明办

邮政编码：410011

� � � � 电话/传真：0731-82217445
� � � � 电子邮箱：ddmf09@126.com

湖南省推荐申报全国道德模范
活动组委会

2017年6月21日

湖南省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公示公告

湖南省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名单

首嫣嫣

王新法

助人为乐
模范候选人：
王新法 生前系河北省石

家庄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湖南
省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
名誉村主任

首嫣嫣 郴州市苏仙区志
愿者协会会长

鲁德权 均为通讯员 摄

谢海华

孝老爱亲
模范候选人：
谢海华 长沙市岳麓区坪

塘街道敬老院保安员
鲁德权 古丈县罗依溪镇

九年制学校教师

杨颖

杨芳

敬业奉献
模范候选人：
杨颖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杨芳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数控加工分厂编程员

谢运良

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

诚实守信
模范候选人：
杨文钦 、 扎西志玛夫妇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退休
医生

谢运良 宜章吉兴纸业有
限公司、 湖南百捷利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董事长

匡兵、温琦华夫妇

肖雅清

见义勇为
模范候选人：
匡兵、 温琦华夫妇 匡兵

系耒阳市公安局泗门洲派出所
民警； 温琦华系耒阳市国税局
临聘人员

肖雅清 美国罗格斯大学
商学院学生，湖南株洲人

湖南日报６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文轶洲 易臣）今天，从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
司传来喜讯， 他们提供高速永磁电机的永磁同
步变频双工况冰蓄冷离心机组， 在首都北京新
地标“中国尊”工地现场举行首吊仪式，将为该
大楼提供高效暖通空调服务。 这是该公司高速
永磁电机进驻人民大会堂、 毛主席纪念堂等重
要场所后，再次应用于地标性建筑。

据介绍，“中国尊”大楼设计高度达528米，
将于今年7月封顶， 建成后将成为北京第一高
楼。在此类超高层建筑领域中，因对产品节能效
果、稳定性有着苛刻要求，此前基本为美系中央
空调所垄断。

此次由中车株洲电机公司提供的1100kW、
7000r/min高速永磁同步变频电机，效率高、噪声
低、振动小，是目前全球暖通行业应用的最大容量
高速永磁同步变频电机。 配套该款电机的格力永
磁同步变频双工况冰蓄冷离心机组通过运用一系
列先进技术，能效标准超过国家一级能效，节能效
果显著，被行业专家组鉴定为达国际领先水平。

特色司法耀侗乡
———通道人民法院跻身全国优秀法院的“密码”

中车株洲电机新动力
进驻首都新地标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兰志荣 记者 曹娴）2240
本书将阅览室的2个书架摆得满满当当，15台电脑入驻村部
并全部联网……6月20日，省审计厅办公室党支部、审计技
术处党支部与马王堆街道古汉城社区党委携手， 共同开展
“机关社区同携手，智力扶贫下乡村”主题党日活动，将各类
图书和台式电脑送到该厅驻村扶贫点双峰县祠堂湾村。

根据摸底调查，祠堂湾村现有1169人，其中有250多名学
龄儿童、260多名中老年人。 此次捐赠的图书包括儿童读物、文
学艺术、创业致富、保健养生等方面，可满足各年龄段村民的文
化需求；捐赠的电脑全部联网，既方便村民查阅资料，又能让留
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母进行视频通话，增进情感交流。

机关社区携手智力扶贫
省审计厅机关与古汉城社区将2240本
图书、15台电脑送到双峰祠堂湾村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邓晶琎）邵阳武冈机场今
日发布， 将于6月28日14时55分首次开通邵阳-郑州-北京
航线， 其中邵阳至北京经济舱最低票价820元 （以下均不
含税价）。

邵阳-郑州-北京航线， 由中国国际航空执飞， 每天
一班。 去程航班CA1392， 14时55分从武冈机场起飞， 16
时44分抵达郑州， 19时15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全
程航程约4小时20分。

邵阳至北京经济舱最低票价820元， 全价1750元， 头
等舱5150元； 邵阳至郑州经济舱最低票价550元， 全价
1160元， 头等舱3380元。

返程航班CA1391， 9时20分从北京起飞， 13时50分
抵达武冈机场。 北京至邵阳经济舱最低票价1070元， 郑
州至邵阳经济舱最低票价720元。

由于目前尚未实现互联网购票， 旅客可在各大机票
销售公司购买机票。 湖南省内可拨打湖南机场集团售票
热线0731-96777购买。

邵阳武冈机场于28日开航后， 将成为邵阳首个、 湖
南第七个民用航空机场。

武冈机场28日下午首航
邵阳飞北京全程4小时20分，
最低票价820元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魏英 陈
勇平）今天上午，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处长汪旭光宣布，农
业部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协助巡护洞庭湖示范点开航。
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管办渔政处处长吴建平、长江江豚
拯救联盟秘书长战丽为示范点揭牌。

协助巡护洞庭湖示范点是6月13日由农业部长江办指
导、 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授牌的首批4个协助巡护
示范点之一。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两大大型通江湖泊之一，是江豚主
要分布区。2012年科研考察结果显示， 仅存长江江豚90余
头。目前，这一水域有捕捞渔船近2万艘，管理难度巨大。在洞
庭湖开展协助巡护示范工作， 对渔政管理工作会形成重要
补充。岳阳县副县长杨谦表示，县委、县政府将大力支持洞
庭湖开展协助巡护工作，引导更多渔民退出保护区捕捞活
动，为洞庭湖流域全面开展水生生物养护工作提供经验。

洞庭湖协助巡护队伍由12位专业渔民组成。 当天中
午，由农业部长江办组织的2艘渔政船抵达岳阳渔政码头，
对洞庭湖水域开展交叉巡航督查。

农业部长江江豚拯救计划

协助巡护洞庭湖示范点开航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卢娜娜）
今天，“共享青春，创想湖南”2017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
大学生暑期（湖南）实习计划培训会在长沙举行。

培训会由省委统战部、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政府
港澳办公室、团省委、省青联主办。据了解，此项活动的目
的在于让港澳台青年加强对湖南经济、社会、文化的了解，
让青年一代密切联系，增进认同。培训会上，对实习计划相
关业务进行了辅导和培训。

从2013年开始，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已经在我
省连续举办五届。今年的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更是
创历史规模，实习学生和实习伙伴共计110人。此次暑期湖
南实习计划的实习岗位以科技创新创效创意为主线，覆盖
智能制造、互联网+、媒体传播等多行业多领域。前期通过
招募， 有32家企业为港澳台实习学生提供了207个备选岗
位，最终21个企业与来自港澳台的84名实习学生实现了对
接，这些实习生将在近30位湘籍实习伙伴的陪同下，从6月
26日开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实习计划。

2017港澳台大学生
暑期（湖南）实习计划启动

�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第二天清晨，一轮朝霞散落在观峰山村的山

谷间，格外秀美。村干部说，工作队驻村后，硬化
了道路，带领大家搞烤烟种植、油茶低改、光伏发
电、易地扶贫搬迁等，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告别李明一家时， 王艳说：“我们虽然还很
困难，但你们放心，有党的扶贫政策和大家的帮
扶，只要我们仍心齐手勤，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读完报道，蓝山县委组织部干部

李育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们要
以黄小兵同志为榜样， 争做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
忠诚卫士！”

“这篇报道写得好，谢谢湖南日
报，再现了我们心中的小兵书记！”蓝

山县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罗绪
宏热泪盈眶地说，“我们要学习小兵
书记一心为民、 尽职奉献的公仆情
怀，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发展上的
开路人，努力把本职工作搞好！”

“虽然在社区工作，但也与小兵
书记接触过不少， 他常到我们社区
来指导工作，每次来都是带着微笑，

没有一点架子， 谈工作就像拉家常一
样，非常平易近人。”一边读报道，一边
回忆黄小兵的点点滴滴， 蓝山县塔峰
镇龙泉社区居委会主任李才明感慨地
说，他心里始终装着群众，想着群众，
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我们要
向小兵书记学习，立足社区，服务好群
众，真正做群众的贴心人！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会议提出，切实做好民办高校党委书记选

派工作，是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的必然要求， 是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
推动民办高校健康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培
养锻炼干部的有效途径。 作为选派党委书记，
要珍惜组织信任，珍惜干事平台，在强化政治
意识、加强学习调研、敢于担当作为、注重严格
要求四个方面下功夫，以优异成绩回报组织的
信任和重托。民办高校董事会要更加重视学校
党建，落实机制、人员和经费保障，积极为选派
党委书记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支持党
委书记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学校董事会，实行党
组织班子与行政班子交叉任职；派出单位要当
好后盾，加强结对学校之间的交流，发挥好公
办高校在人力资源、学科建设、教育管理等方
面的优势，帮助民办高校上水平，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