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在长沙县金井司法所，“一级英模”、革命
烈士汤杨的名字是该所永远的骄傲。2009年，
该所年仅27岁的兼任司法助理员汤杨在山火
扑救中壮烈牺牲。 金井司法所的后继者们以
英雄为榜样，恪守一心为民的誓言，全心全意
为群众排忧解难， 将司法所打造成了湖南省
“文明窗口单位”、湖南省“依法办事示范窗口
单位”和“湖南省规范化司法所”。

主动介入平息矛盾纠纷
金井镇位于长沙、浏阳、平江三县（市）交

界处，是长沙县最偏远、辖区面积最大的镇，
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多样， 社会治理难
度大，在金井司法所所长方圣林看来，以法律
为准绳，主动介入就能化解大部分纠纷矛盾。

去年4月29日，在金井镇一处西瓜基地打
工的四川籍青年曲木意外死亡。 曲木40多名
亲友闻讯后来到金井镇， 找雇佣人王某讨说
法，王某心生恐惧，回老家浙江躲了起来。

获知此事后， 金井司法所及时介入了矛
盾的调解中， 所长方圣林一面劝说曲木的亲
人依法维权，把他们的激怒情绪拉向理智，另
一面，想方设法做通王某弟弟的工作，促成王
某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历时11天，双方最终达
成协议。

近年来， 金井司法所实行矛盾纠纷网格
化排查化解， 主动介入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
域，截至目前，依法依理妥善调处土地征收、
房屋拆迁、社会保障、劳资纠纷等与民生密切
相关的案件900余件。

调解调到百姓心坎里
今年8月4日， 金井镇喻娭毑搭乘老伴驾

驶的摩托车， 在金井镇内与平江县三阳乡王
某的仓式货车相撞， 喻娭毑老伴经抢救无效
身亡，喻娭毑受伤住院治疗，经认定双方承担
同等责任。

喻娭毑女儿身患精神疾病， 事故赔偿款
成了她们的生活全部希望。 对方当事人王某
家庭情况也非常困难， 垫付了医药费和丧葬
费后无意继续协调。 金井司法所与平江县三
阳司法所进行联系， 同时邀请公共法律服务
律师对喻娭毑提供法律援助。

在双方司法所、 交警大队和援助律师的
数次联动调解下，王某答应再补偿数万元，保
险公司也承诺以最高标准进行理赔， 村里合
作社也主动承诺，会一直雇喻娭毑做事。喻娭
毑的生活有了着落，重拾了生活信心。

即要释明法理问题，又要疏导心理问题，
更要解决实际问题。近3年来，金井司法所帮
助群众解决涉法涉诉问题200余起，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400余万元，同时，金井司法所坚

持调解人员多走路，群众少跑腿，把调解庭开
到老百姓的庭院里， 上门调解纠纷占到了总
调解纠纷的70%以上，力争每一起调解案件让
群众满意，调到百姓心坎里。

家门口享受公共法律服务
今年9月，46岁的郭某来到金井镇金井社

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哭诉其10余年来被丈夫家
暴的痛苦经历，要求离婚，请求法律援助。她已
记不清有多少次报警，但丈夫本性难移，每次
提出离婚，丈夫都执意不肯。公共法律服务点
喻舟律师详细了解情况后，马上和长沙县司法
局法律援助中心取得联系，并将她的情况资料
发送至法律援助中心，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驱
车60余公里，既当翻译又做向导，将郭某带到
县法援中心顺利办理了援助委托手续。

公共法律服务和司法执行是司法所的两
大主要职责。去年以来，金井司法所陆续在全
镇设立了1个公共法律服务站和14个村（社
区）公共法律服务点，打通公共法律服务“最
后一公里”障碍，聘有顾问律师，招募了一支
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 建立了公共法律
服务机制，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高
效、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运行一年多来，15
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已及时有效为近千人提
供法律咨询，帮助200余名群众及时化解了家
庭和邻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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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玉娥

近日，“王心亮助学金” 发放仪式在安
化八中举行，该校20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
得资助。 这是王心亮在这所学校发放的第
二期助学金，已累计资助了40多位学生。

同一天，他发起组织的“送医药、送健
康”义诊活动在安化县滔溪镇举行。现场，
参与义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7位来自长
沙各大医院的医疗专家从上午8时多一直
忙到下午1时30分才歇一口气。

在长沙从事餐饮业的王心亮， 多年来
热心公益，积极回报社会，被开福区洪山街
道授予“热心公益好人”荣誉称号。

王心亮出生于安化县农村， 小时候家
里穷，上有残疾的哥哥，下有年幼的弟弟妹
妹。初中毕业，王心亮就辍学外出打工，帮
父母分担家庭的重任。 他当过10多年厨
师，后来自己创业做餐饮。

2010年， 事业刚刚走上正轨的王心
亮， 得知安化县滔溪镇板洞村刘德华，8
岁时父亲离世，母亲改嫁，和年迈的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家庭十分困难。小小的刘
德华，触动了王心亮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他慷慨解囊，开始了对刘德华的资助。现
在，刘德华已上高中。王心亮决定要资助
其读完大学。

“我小时候没条件读书，一直是心里的
遗憾，现在条件好了一些，就希望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帮助贫困家庭孩子圆读书的
梦。”王心亮说。

王吉阶是王心亮的同学， 安化县滔溪
镇方谷村人。村里有3姐弟，最大的13岁，
最小的9岁。 他们的父亲2015年因肝癌去
世，生前为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
一些债务。后来，孩子们的母亲离家出走，3
姐弟和70多岁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老的
老、小的小，家庭收入几乎为零，就是靠亲
戚给一点、政府补一点维持生计。

王吉阶把这个家庭的情况告诉了王
心亮。在安化举行的一次“爱老乡、帮老乡”
爱心募捐活动上， 王心亮一次捐资2万元
给3姐弟，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王心亮还
表示，将长期资助3姐弟，直到他们上完学。

在开福区洪山街道， 热心公益的王心
亮有口皆碑。今年湖南遭遇特大洪水后，王
心亮带领员工先后前往望城、宁乡、益阳进
行慰问。近3年来，每年过年前，他都要联合
环卫部门邀请近百位环卫工人吃团圆饭，
表达对“城市美容师”的感谢。

让湖南广播电视台退休干部甘正德
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2012年春季，
长沙遭遇罕见大暴雨，城区很多街道被淹。
一天晚上，王心亮驱车回家，发现洪山路长
沙大学附近的一个井盖被大水冲开， 他下
车试图将井盖放回原位， 但因水太急太大
无法盖上。于是，他撑起雨伞站在井口旁提
醒车辆和行人，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自己
全身湿透。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王心亮说，能
为身边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看到他们
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自己也觉得很欣慰。

讲述基层司法所故事

金井司法所：恪守一心为民的誓言
“热心公益好人”王心亮———

助贫困家庭孩子圆读书梦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静之）“今年头10个月，全县镇（街
道）一级共处置问题线索336件、立案126
件、 结案72件， 同比分别增加215.36%、
156.25%和303.42%。”11月20日，记者在攸
县采访，县纪委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对基
层纪委实行“四化管理”后，基层纪委干部
聚焦主业忙起来、监督执纪实起来，极大地
提高了履责履职能力。

据了解，“四化管理” 是攸县今年为
加强基层纪委规范化建设而推出的，即
在全县17个镇（街道）纪（工）委大力推进
硬件保障标准化、队伍建设专业化、管理
制度规范化、纪律审查战区化，推动基层
纪检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目前，全县镇

（街道）一级纪委都实现了“七有”，即有
专门力量、有牌匾标识、有办公设备、有
工作制度、有经费保障、有标准谈话室、
有廉政文化宣传栏。并对镇（街道）纪委
干部兼职进行清理，确保纪委书记、专职
副书记、专职纪检干事等3人以上专职专
岗，实现“人员专职、工作专业、精力专
一”。

同时， 攸县纪检部门科学设置工作规
程、规范业务流程，健全目标责任考评、末
位约谈、述责述廉、考核奖惩等制度，并把
镇（街道）纪检组织划分成4个战区，由县纪
委常委和对口纪检监察室牵头联系， 开展
业务交流、交叉检查、联合办案等，对纪委
干部传导压力、激发动力。

聚焦主业忙起来 监督执纪实起来
攸县对基层纪委实行“四化管理”

银杏金黄
迎客来
11月21日， 长沙市

岳麓山风景区云麓宫，
游客被金灿灿的银杏叶
吸引， 纷纷驻足留影。
近日， 云麓宫的银杏叶
纷纷变黄， 甚是好看。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