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黄金娟）西汉时期，长沙人吃什么？用什么化妆？
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湖南省博物馆今天推出
全国首部博物馆题材手绘科普微视频《汉代穿越

指南》，用动画趣味解读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继推出全国首部文物题材系列动画片《时

空博物卡》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胡桃夹子工作
室制作了《汉代穿越指南》。据介绍，该视频共有

5集，每集约3分钟。微视频用讲故事的方式，从
一个穿越到汉代的现代人视角， 向观众解读马
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漆器、服饰、
化妆用具、养生用品、乐器、帛书等。

微视频1月8日首播后， 将于每周一更新一
集。 观众可以登录湖南省博物馆官方网站、微
信、微博及各大视频网站观看。

手持《汉代穿越指南》“探访”西汉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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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峰毓）今日，由湖南省演艺集
团主办的“文艺轻骑队‘文化进万家’活
动”在韶山市文化馆启动。

在今天的首场演出中， 省演艺集团
旗下的湖南省歌舞剧院、 湖南省杂技艺
术剧院、湖南省话剧
院、湖南交响乐团的
文艺工作者们，为观
众送上杂技《翘碗》
《肩上芭蕾》、 舞蹈
《钩钩伞》、民乐演奏
《浏阳河》《赛马》、话
剧小品《魔法学校》、
弦乐四重奏《莫扎特
弦乐小夜曲》《多瑙
河之波圆舞曲》等节
目，精彩的演出赢得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今年， 省演艺

集团以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为目
标，组建了“文艺轻骑队”表演团队，开
展“文化进万家”活动。今年内，“文艺
轻骑队”将深入村镇 、社区 、厂矿 、学
校、军营等基层单位，为百姓送上超过
一百场演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文乃斐 记者
易禹琳）今天上午，在北京举办的2018童书盛
典暨少儿出版高峰论坛上，2017年桂冠童书揭
晓。湖南少儿出版社的《阿莲》《贪玩的人类———
写给孩子的科学史》成功入选。

自2006年开始的桂冠童书评选活动，由
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和出
版商务周报主办。据悉，湖南少儿出版社荣获
2017儿童文学类桂冠童书的《阿莲》，是儿童
文学作家汤素兰的最新长篇小说。 以出生在

贫穷、落后、重男轻女环境里的女孩阿莲的成
长故事，聚焦中国乡村孩子的成长，充满正能
量。荣获2017文化历史类桂冠童书的《贪玩的
人类———写给孩子的科学史》，用轻松调侃的
语调， 带领读者领略人类历史上一系列激荡
人心的科技变革。 对孩子和家长都是鼓励和
启示： 伟大的创造往往源于年少的好奇和贪
玩。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吟丰

前不久，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名单公布，湖
南省共有64家单位入选，其中湖南检察机关斩
获9席，成为最耀眼的“明星”。至此，湖南检察机
关文明创建工作结出累累硕果， 在140个创建
主体中有135个获评不同层级的文明单位，荣
获省级文明单位以上称号的共92家，其中累计
有12家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要牢牢把握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
努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司法为民、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湖湘检察文明之师。” 早在2013年8月，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就发出了打造
湖湘检察文明之师的动员令。湖南各级检察机关
积极响应，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立足法律监督职
能，坚持规范司法，不断奔向法治文明的高地。

要忠于法律，就必须敢于担当

2017年11月28日， 由岳阳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
判，法院认定彭宇华、李明哲均犯颠覆国家政权
罪，判处彭宇华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判处李明哲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彭宇华、李明哲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同年11月21日，由长沙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江天勇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
其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江天勇当
庭表示不上诉。

在办理这两起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严审
细查，严格依法规范办案；同时对庭审活动采用
微博直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庭审公开。

“我认可公诉人的意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我对自己所犯罪行极
为后悔。”江天勇悔悟道。

规范司法行为是中央对司法工作的基本要
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检察机关要守护
公平正义，就必须敢于担当。

醴陵市检察院制定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坚
持“案结必查、季度必查、年终必查、每案必查”，
最终达到每案必查、不留死角。

涟源市检察院推行队伍精细化管理， 形成
了“凭工作说话、靠实绩争先”的良性竞争氛围，
激发了干事创业的活力。

2015年1月以来， 湖南检察机关部署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共查摆、剖析司法不规
范问题8类466个，并逐一进行整改，严肃查办
司法不规范案件50件81人。

获奖不只是一个梦想的实现，
更是新征程的开启

在法治文明的力量中前行，既需要勇气，也
需要温度。

白血病患者陆勇因使用在网上购买的信用
卡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廉价抗癌药，2014
年底被益阳市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
罪、销售假药罪刑事立案侦查，引发热议。

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 由于群体的特
殊性，进入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视野。该院对
陆勇案调阅案卷， 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全面
严格审查，并对法律适用进行论证分析。同时，
该院和益阳市检察院指导沅江市检察院对案件
事实进行公开审查，有关办案机关、陆勇及其辩
护人出席， 还特邀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会
议； 派员到江苏无锡等地对重要证据进行实地
复核和补充取证。最终，检察机关对陆勇作出不

起诉决定，并发布释法说理书。
2015年10月10日，一封举报信送到郴州市

检察院检察长江涛的办公室。 举报人反映：
2006年8月2日，在煤矿务工的其子欧某被谭家
玉打伤，致肝脏破裂，于8月31日抢救无效死亡，
凶手逍遥法外。

江涛当即将举报线索批转给相关部门彻
查。2015年12月10日， 桂阳县检察院向该县公
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12月23
日，该县公安局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在郴
州市县两级检察院的努力下，“消失” 的证据回
来了。2016年5月，犯罪嫌疑人谭家玉、林长帅
被缉拿归案。

2017年3月22日， 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谭家玉有期徒刑五年、 林长帅有期徒刑四
年。2017年11月， 检察官又为被害人家属申请
了5万元司法救助金。

有一种精神底色， 历经岁月磨砺， 从未淡
忘。这种精神叫坚守法治。

郴州市检察院林业检察科科长欧仕林与郴
州市北湖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彭晓莉
这对夫妻， 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检察机关办案能
手， 办理的案件被评为全省检察系统“十优案
件”。2017年7月， 又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授予
“检察荣誉奖章”。

在湖南检察机关，像欧仕林、彭晓莉这样荣
获“检察荣誉奖章”的检察官，共有1547名。

“党的十九大对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
抱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全省检察
机关继续奔向法治文明的高地。” 游劝荣说，荣
获“全国文明单位”不只是一个梦想的实现，更
是新征程的开启， 要在文明创建的道路上续写
新的荣光，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多的公平正义。

奔向法治文明的高地
———打造湖湘检察文明之师结出累累硕果

省演艺集团组建“文艺轻骑队”
百场下基层演出送“文化进万家”

《阿莲》《贪玩的人类》入选2017桂冠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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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法院人的精气神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红艳 王娟 黄卫红

近年来， 新田县人民法院在司法改
革中探索创新，收到实效。

隆冬时节，记者实地探访，领略到新
田法院人的“精、气、神”。

院庭长带头办案
破解案多人少矛盾

基层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矛盾。
新田县人民法院院长胡剑涛认为, 要破
解这一矛盾,必须从院长、副院长以及庭
长等员额法官回归审判席办案入手。

2017年9月22日， 清脆的法槌声在
新田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敲响， 被告
人郑某某犯盗窃罪一案开庭审理。 该院
党组书记、院长胡剑涛担任审判长。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9日，郑
某某窜至新田县新隆镇， 盗窃他人家门
口停放的一辆两轮摩托车， 将该车推离
20多米远时， 被闻讯赶来的村民抓获。
经物价部门认定， 被盗车辆价值人民币
4190元。到案后，郑某某如实供述了犯
罪事实。另查明，郑某某是累犯，且因吸
毒多次被行政处罚。 法院对此案当庭宣
判：以盗窃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0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郑某某当
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这是今年以来， 胡剑涛审理的第9
起案件。法官员额制改革以来，该院推行
院庭长带头办案制度。今年以来，该院院
领导共办结各类案件135件， 庭长办案
数量达1700余件。

在司改中， 新田法院制定精细化目
标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员额法官+法
官助理+书记员”审判团队优势,形成人
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用人机制。 今年以
来 , 该院在办案法官比司改前减少
47.9%、办案数量同比增长55.1%的压力
下 , 已办结各类案件3106件 , 结案率
92.9%,平均审理周期35.9天,办案周期缩
短4天；案件评查优秀率97.5%，同比上
升2.3%。司法绩效考核列永州市基层法
院前茅。

以裁判文书“瘦身”
倒逼审判效率提高

“我们以裁判文书改革为契机，倡导
裁判文书‘瘦身’，倒逼审判效率提高。”
胡剑涛介绍，2016年8月，省高级人民法
院确定该院为全省民事商事裁判文书简
化改革试点单位后， 新田法院以问题为

导向大胆创新，以裁判文书“瘦身”倒逼
审判效率提高。

多年来，无论案件繁简难易，传统裁
判文书均采用同一格式进行罗列式表
述 ,要点不突出、拖沓冗长，法官写起来
累，当事人看得费力，极大地制约了审判
效率提高。

改革启动后， 新田法院统一法律文
书撰写格式，优化裁判文书制作标准。对
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在制作
裁判文书时省略对证据的罗列和分析，
简化裁判理由， 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作出
裁判，裁判文书大幅“瘦身”，法官写得轻
松，当事人看得明白，对判决更加服气。

裁判文书是典型的“法言法语”。新
田法院制作裁判文书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排版时，文书各部分的字体、字号以
及打印纸张型号等，都有统一规定，并强
调加盖院印时必须端正、明晰，增强裁判
文书严肃性、权威性。

目前 ， 该院简化文书适用率达
35.22%，范围涵盖劳动争议、交通事故、
民间借贷、买卖合同、婚姻家庭等主要民
商事案件类型。2017年， 全院案件上诉
率1.7%、息诉服判率达98.3%，同比提高
5.1%。同时，审判效率进一步提升。全院
无超审限、无长期未结案件，民商事案件
平均审理时间为37天，同比缩短12.1天。

打造学习型法院
调研信息工作获殊荣

如果把审判执行工作看成法院的
“枪杆子”，调研工作就是“笔杆子”。新田
法院因调研信息工作出色， 被最高人民
法院评为“全国法院信息工作先进集
体”，系我省125个基层法院中唯一获此
殊荣的单位。

该院在制定重大决策、研究重大问
题前，注重调研先行。院党组要求调研
人员围绕全院重点工作超提前研究、深
入思考，积极出主意、献良策。近3年，
研究室共协助院党组起草相关文件20
余个，参之有道、谋之有方、言之及时，
当好了“智囊团”。全院撰写调研论文、
案例80余篇， 其中有31篇在全国法院
系统学术讨论会、中国法学家论坛等各
类学术研讨会上获奖。院长胡剑涛和法
官李红艳共同撰写的《检视与重构：论
城镇化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抚养权的
优化配置》获“第十届中部崛起法治论
坛”征文一等奖。审委会专职委员王彦
平撰写的《需求与回应：行政惯例类型
化之构建》获首届“法治战略·珠江论
坛”一等奖。

公益书屋
沟通社区
1月8日，长沙市开福区洪

山街道洪山桥社区， 居民在公
益书屋内阅读。 该书屋建在藏
珑小区内， 方便居民在家门口
借阅图书、读书交流。书屋全开
放式，无人看管，图书供居民自
由借阅。书屋开放一年多时间，
3000册图书不仅没少一册，还
新增了200余册， 均是居民捐
赠。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