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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_`aJbcR !!"# $%&"

!"#$%&'()*+

! ! " "# $%&' "# ()*+,-./0123
456789/4:;<6#=&>?@&?AB-./
C5@DEF

GH56IJK3LM4789/4:;NO9P
9QRSTUVWXYZ[\]̂ _`abc%d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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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舒志明 聂杨毅

“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该怎么分
配”……7月26日，湖南天地人律所事务所律师
来到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为该街道党员干
部及社区群众作“夫妻共同债务风险防控”法律
知识宣讲。 通过深入浅出的案例分析，在场听众
深受教育，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
刻。

开展法律知识宣讲，是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努
力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公平正义的一个缩影。 该
所党委书记、主任翟玉华认为，律师是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要力量，必须把社会责任放在律师事务
所发展的首位。 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律所和律师
的品牌，赢得市场和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倾力法律援助
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从成立以党员为骨干的律师援助团，每天安
排专人驻省政府门户网站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到
主动对接省总工会特困职工帮扶中心， 连续15
年每周派专人值班提供法律援助，再到牵头成立
农民工维权联盟，为农民兄弟免费讨薪。 天地人
律师事务所积极组织律师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等法律服务活动，近5年共提供法律咨询1000
余人次，处理法律援助案件500余件。

去年春节前夕，来自湖北孝感的工程承包商
宋楚桥赶到律师事务所，送上一面“业务精湛、诚
信敬业” 的锦旗， 代表22位农民工表示衷心感
谢。

2014年5月，宋楚桥承包了湖南两家公司的
建设工程。 工程结束后，两家公司却拖欠40余万
元工程款。“这40多万元是22位农民工的工资，
是他们的血汗钱。 ”焦急无奈中，宋楚桥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找到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求助。 两名
律师接到求助后，立即对情况进行初步调查。 在
查证情况属实后，马上为当事人起草了立案及财

产保全的法律文书，并驱车赶往外地立案，通过
准确的判断，及时足额冻结了被告的涉诉财产。

在历经保全异议听证、一审、二审、执行等法
律程序后，2017年1月，该案全部款项执行到位，
22位农民工兄弟在过年前拿到了血汗钱。

助力脱贫攻坚
打造“湘江法务圈”公益平台
不仅是在司法诉讼领域开展法律援助，天地

人律师事务所还积极投身于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之中。

结合当前脱贫攻坚重任， 从2016年7月起，
该所着力开展法律扶贫工作，打造“湘江法务圈”
公益平台，向全省、特别是大湘西等贫困地区延
伸，提升企业和贫困地区依法治理水平，着力促
进企业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

去年3月，“湘江法务圈”走进花垣县十八洞
村。 村民们向律师团反映，十八洞村作为精准扶
贫的首倡地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但十八洞村火
了，村民们却不能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冠以“十
八洞村”的名号，因为有2000多项“十八洞村”的
商标遭人抢注。

律师事务所对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律师顾问
团出面进行法理分析， 商讨对策帮助村民依法
维权。 经过艰苦协调， 并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工商局的依法支持下， 最终对部分提前注
册商标达成协议， 十八洞村的村民和企业可无
偿使用。“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的标杆，一定要让
每一位十八洞村民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这也是
我们法律扶贫的宗旨。” 律师事务所主任翟玉华
说。

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积极发挥法律人
才优势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天地人律所事
业发展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近年来，该律师事
务所先后获评“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
律师事务所”等行业最高荣誉。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邹红珍

炎炎夏日，“二十一弦”左倩古筝教学音乐会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举行。 音乐会上，学生们
用湘味十足的《春到湘江》， 古典风格的《长相
思》，近现代改编作品《茉莉芬芳》，充分发挥古筝
技巧和表现力的《苍歌引》，来回报教师左倩的教
导之恩。

左倩是该院引进的第一位古筝专业教师，这
也是她从教以来举办的第三场教学音乐会。扎实
的演奏功底、善于创新的演奏技巧、严谨无私的
教学风格， 让她在古筝界和教育界拥有良好口
碑。 为了更好地传承发扬古筝艺术，左倩每年假
期都要自费到全国各地采风，向权威古筝大师求
学，曾几经曲折三下羊城寻访客家筝派传承人。

同时， 左倩一心扑在学生身上， 在思想、感
情、生活上关心学生。 她对学生说：“你们很多来
自于农村， 毕业后可能成为一名农村中小学教
师。 学好了，才能回家乡帮助更多农村的学生。 ”
为方便农村贫困生练琴，她让他们住到家里免费
练琴；休息时间，她经常指导学生排练，深夜回家
是常态。 让她欣慰的是，她培养的很多农村古筝
学生在省教育厅、文化厅、音乐家协会和民族管
弦协会举办的各类大型赛事中获得金奖、一等奖
等优秀名次。

教学中，左倩勤于学习，善于探索，乐于创
新。 她个人曾获校级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多次被聘担任中国“金钟奖”古筝比赛湖南
赛区决赛、第二十届湖南省“敦煌杯”等专业权威
大赛评委。

村里来了非洲留学生
长沙理工大学中外学子赴

自治州开展暑期调研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刘森峙 孙夕
珺） 7月底， 长沙理工大学国际学院“三下乡” 团
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排料村
进行支教活动。 在宽敞明亮的客运站中， 来自非
洲加纳的留学生Caleb带来了一堂精彩而又生动的
英语课， 随后， 他又给同学们上了一节别开生面
的非洲舞蹈课。 在异域风情音乐中， 搓搓手， 跺
跺脚， 孩子们模仿得有模有样， 欢声笑语欢乐了
整个村庄。

自7月21日起， 长沙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学生
组成了一支包括一名加纳籍来华留学生在内的14
人“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团队， 来到了花坦县
双龙镇， 结合自身专业和国际学院留学生特色，
开展了为期7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7天中， 除开展
支教活动外，“三下乡” 团队走访了12家精准扶贫
家庭， 与村干部座谈， 并对当地进行了地质勘探。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华

“通过10多年艰苦拼搏， 企业年上
缴国家税收2300多万元……” 7月31日，
肩披“湖南省优秀退伍军人” 大红绶带
的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雅浪， 在2018年全省“优秀退伍军人”“优
秀军嫂”座谈会上发言时，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 他说，“退伍军人要以担当服务社
会，用贡献回报祖国！ ”

刘雅浪1975年出生在重庆市农村，
199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
2000年复员创业， 最开始与人合伙开
发锅炉控制器之类的程序， 由于不懂
市场， 很快花掉借来的几十万元本钱，
还背上几十万元的债务。 面对困难和
挫折， 好心人劝他赶紧收手别干了， 但
他说 ：“既然选择创业 ， 就要风雨兼
程。”

在创业过程中， 刘雅浪敏锐发现中
学英语老师上课比较麻烦， 要自己提收
录机进教室， 一旦磁带卡壳或倒带不准，
课就很难上下去。 “要是能发明一种机
器， 一按遥控器就能放出标准动听的课
文范读声， 早晚英语自习时， 老师只要
在系统服务器上设置好播音时间， 到时
就自动播放， 那该多好。” 想到了就去
干， 2002年， 刘雅浪重组团队开始研发
IP网络广播。

从查阅资料、 调研论证， 到设计图
纸、 调试程序， 历经一年的艰苦奋战，

2003年初的一个午夜， 喇叭里传来通过
网络传送的音乐声， IP广播技术诞生了！
2004年初， 刘雅浪带人去深圳完成产品
化。 租不起写字楼和正规厂房， 他们借
用同学私人的房子， 从长沙搬过去产品
实验的全部工具， 经过上百次打板、 实
验、 调试， 终于在当年5月16日做成第一
款可以工程使用的IP广播。

随后， 他们背着模板到全国跑推
销， 一些学校却把他们当成无证商贩
赶出来。 屋漏偏遭连夜雨， 深圳住地装
有源代码和大量实验数据的电脑被盗。
这简直是毁灭性打击！ 刘雅浪欲哭无
泪， 但军人不放弃、 不服输的性格让他
咬紧牙， 从零开始重新搞开发。 又经过
半年多的艰苦努力， 刘雅浪和他的团
队终于再次完成了源程序代码和新产
品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到2008年， 刘雅
浪通过合作订单终于挣到钱， 并且还清
了200多万元的债务。 不久， 公司搬回长
沙， 业务范围从技术输出扩大到应急广
播、 云广播等行业应用。 由于产品拥有
核心竞争力， 加上“客户第一， 服务至
上” 的理念， 学校、 公园、 旅游景点、
企业、 小区、 车站、 码头、 机场、 高速
公路、 部队、 监狱等行业和单位， 大量
选用他们的产品。 刘雅浪同时选择农村
广播、 银行IP对讲通信系统、 煤矿通信
广播等重点行业， 贴近客户需求， 进行
精耕细作， 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IP音

频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近年来， 公司业绩每年都以翻番的

速度增长， IP广播、 应急广播市场占有
率位居国内行业前列， 企业成功登陆新
三板。

刘雅浪积极带领公司参与地方经济
社会建设。 在2017年抗洪救灾中， 他组
织公司50余人技术队伍及30万元设备，
奔赴新化、 汨罗、 望城等县市区， 配合
当地免费检修应急广播系统， 组织30人
的党员应急队参加芙蓉区抗洪抢险行动。
康通公司还购买价值4万元的粮油食品送
往宁乡重灾区。

康通公司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 列
支专项经费， 组织干部职工到革命圣地
井冈山、 古田参观见学， 连续3年组织义
工参加长沙高铁南站公益活动， 先后被
长沙市授予“五一劳动奖”“职代会和工资
集体协商典型示范企业”， 党支部被评为
芙蓉区“红旗党组织”， 刘雅浪个人先后
荣获芙蓉区优秀共产党员、 首届劳模，
连续3年获评为“隆平高科园优秀企业
家”。

做到细分行业第一已然令人羡慕，
但刘雅浪并不满足。 如今， 他放飞新的
梦想： 要将产品拓展到智慧城市、 轨道
交通等更多行业， 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
多更大的价值。 他说： “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世界之声因我
不同， 这就是我的实业报国梦， 我这辈
子一定要实现它。”

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投身公益事业小记

师生古筝情

风雨兼程创业路
———记省优秀退伍军人、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雅浪

长沙政府机关单位
首个智慧停车场

建成启用
8月2日，长沙市政府机关单位

首个全业态车位智慧停车场在长
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建成启用。智
慧停车场车位共240个，分为普通
车位、公务车位、预约车位、警用车
位、充电车位和共享车位6大类，采
用微信公众号及APP进行缴费支
付，方便快捷。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