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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曾炜君 曹为

位于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一楼的怀化市公
共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法援中心”），里面
设有3个律师咨询的窗口。 来窗口值班律师是
流动的，而入门第一个窗口的律师从来不流动，
自2011年12月，法援中心迁入新建的市民服务
中心以来， 湖南诚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罗
宜燕就把这里当成了每日当班的地方， 成为
了一名长期驻守的法援律师， 她将自己站成
一棵树， 一个个暖心故事就这样在绿荫庇护
下流淌出来……

守护弱小，甘当群众“贴心人”

10月31日， 听闻记者要来采访罗宜燕，10
多位受援人早早地赶到了法援中心，百姓口中
的“罗律师”无暇给他们端茶递水，而是忙着接
待前来咨询的群众。

今年48岁的罗宜燕，是湖南诚怀律师事务
所的合伙人，也是一名有着多年执业经验的律
师，她戴着眼镜，说话和气，衣着朴素大方，透着
教师气质。事实上，她是一位法援律师，每天职
责是守护弱小，维护公平，被矛盾纠纷缠绕，有
时还与邪恶做着斗争。

“罗律师，我们的贴心人，维护我们的权益，
她都走在前面，没让我们操过心。”这是受援人
一致的评价。

采访中，51岁的谌启彪先开了口：“我今年
7月被单位无故辞退，在罗律师帮助下，10月就
得到了劳动仲裁，单位要赔偿8.7万元。”

谌启彪是怀化某市政单位的合同工，在单
位工作有些年头了，今年7月被辞退，没有得到
公正的补偿待遇。

他来到了法援中心“讨说法”。罗宜燕宽慰
他：“不要急，我们会帮您。”听着罗宜燕将维权
的步骤一步步梳理清楚，谌启彪感到“心里舒服
了”。

在接连的3个月里， 谌启彪多次打电话给
罗宜燕了解案子，罗宜燕总是耐心倾听并告诉
他进展情况。10月24日， 一纸劳动仲裁书放在
了谌启彪手里，权利得到了确认，谌启彪悬着的
心终于踏实了。

一上午采访中，怀化市环卫工人杨付爱获

仲裁裁决经济补偿了1.2万元；餐厅服务员杨艳
萍无故被辞退获赔2000元； 梁喜中工伤索赔
5.7万元……一个个受援经过让人感到，他们只
要将烦心事摊给了罗宜燕， 就好像迷途中有了
指南针。

维护公平，彰显职业崇高

外界看来， 律师行业名利至上。 罗宜燕坦
然：“自己内心风轻云淡，不想受名利驱使，而又
怀揣着律师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 那法律援助
是最好的去处，工作动机简单，也会将自身价值
扩展。”

法援路上并不如想象中的美好， 长期以办
公室为家，风雨中奔波在维权路上。由于丈夫在
长沙工作， 长时间的忙碌让罗宜燕无暇顾及儿
子的教育和生活， 她只能每天让儿子自己买盒
饭吃，儿子缺乏营养，身体瘦弱，如今儿子考取
大学，她还一直愧疚难平。

为普通的弱小，罗宜燕却想得周全，不遗
余力。

今年26岁的杨艳萍在怀化市一家餐厅做
冷盘，在餐厅打工2年多了，但今年5月，餐厅老
板郑某将她在内的3个女服务员一并辞退，老
板强硬的态度，让女孩们感到委屈。

杨艳萍家人听闻后，抱着试试的心态，找到
了法援中心， 没想到罗宜燕说， 叫上那两个女
孩，一起维权。

通过劳动仲裁， 餐厅老板郑某给予每人
2000元的补偿， 罗宜燕以案释法对郑某说：

“钱不多，但是奔着理去的。用人单位要重视
《劳动法》，不能置法律条文于不顾，想辞退
就辞退， 说不办保险就不办保险， 应该给普
通劳动者以基本的权益保障。” 郑某连连点
头。

面对重大的人身伤害， 罗宜燕更是迎难而
上，从不推辞。

中方县杨寄明是一名农电施工人员，2014
年， 年仅26岁的他在施工中被高压电击中，造
成脖子以下高位瘫痪。该索赔多少？家人六神无
主， 于是来到20公里外的怀化市法援中心，罗
宜燕立马接下案子， 由于杨寄明身体原因无法
前来配合工作，罗宜燕骑着电动车，5个多月先
后到杨家6次，听其家人的意见，最后将人身赔
偿定在140万元， 经过与用工方多次协商，

2015年初，杨家拿到赔偿，如今，杨家还会如亲
人般不时问候罗宜燕。

以正矫恶，弘扬法治力量

以弱小为伍， 有时就会与恶为敌， 剑拔弩
张、恐吓威胁的情况，罗宜燕遇到不少次，但她
始终如树不折、挺拔像战士。

周某花是怀化市政务中心一名保洁员，
2011年丈夫招呼不打离家出走，离家时，家里
只有一本0.1元的存折， 丈夫出走后又另觅新
欢，心冷的周某花坚决要离婚。

2012年， 罗宜燕代理了周某花的离婚诉
讼，当在外的周某花丈夫获悉后，带着恐吓的语
气给罗宜燕打电话， 说自己不愿离婚， 如果插
手，罗宜燕还有其家人都会受到生命的威胁。电
话中，罗宜燕一点不畏惧，义正辞严地指责他不
配做丈夫、做父亲，一个法治的国家、法治的社
会容不得他猖狂。

感受到罗宜燕毫不畏惧， 周某花的丈夫再
也没有恐吓相逼，2013年，经法院判决，周某花
与丈夫解除婚约。

法援过程中， 世间的冷暖罗宜燕都一遍遍
反复阅历，不畏不惧已成为了她的行动标准，她
说：有法治的庇护，坚持正义足以让邪恶与歪风
畏缩遁形。

溆浦县人梁喜中常年在怀化市务工。
2015年，47岁的他承接一装修公司的活，给鹤
城区沿街铺面外墙装修，拆除广告牌时，梁喜
中从3米高的梯子上摔下， 造成八级伤残，医
药费花去3万元。梁喜中的妻子找到装修公司
老板龙某，请求支付医药费，龙某以强硬的口
气说了声：“想要钱，法庭见。”随后，龙某拒绝
一切联系。

梁喜中申请法律援助，罗宜燕为代理律师，
经过鹤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赔偿8万元。龙某不
服，上诉到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罗宜燕多
次努力， 达成民事调解书， 龙某支付医药费等
5.7万元。

8年来，罗宜燕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00
余件，通过办理民事案件，为受援人争取各项赔
偿金2300万元，除了百姓的口碑，罗宜燕也先
后获得了“湖南省法律援助标兵”“全国法律援
助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今年，她获评了湖南
省新时代“最美法律援助人”。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省监
委获悉， 原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总
经济师孙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孙敏，男，汉族，1955年10月出生，
湖南南县人，1973年 3月参加工作，
197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硕士研
究生文化。1993年5月至1996年7月，任

湖南省国土管理局地籍处副处长 ；
1996年8月至2000年9月， 任湖南省国
土测绘管理局土地监督检察处副处长；
2000年9月至2009年9月， 历任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建设用地处处长、湖南省国
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副总队长、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湖南省国土资源
执法监察总队总队长 ；2009年 9月至
2014年7月，任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党组
成员、总经济师。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刘玮 ）“我将忠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
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
洁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19日上
午， 湖南省委组织部举办的省直机关
2018年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在省
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开班，来自31
个省直部门和2个中央在湘单位2018
年新录用的930多名公务员面对国旗，
庄严宣誓，向党、国家和人民作出郑重

承诺。
据悉，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周。设置必

修课程14项，选修课程10项。期间，学员
们将接受包括党性教育、廉政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务礼仪、公务员法、
依法行政、 公务员基本能力等方面的培
训。 培训班邀请了优秀公务员代表李世
锋、李贝、段华和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王再
德4人作先进事迹报告，他们向大家分享
了为民服务、谋事创业、成长成功的宝贵
经验和真切体会。

省直机关2018年
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开班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易禹琳）
“爸妈回家吧！”当主题曲响起，一声声留
守儿童的呼唤让观众心酸落泪。11月20
日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儿童日， 由潇湘
电影集团和湖南砚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等出品的公益电影《正正的世界》在全国
公映。在当天举行的湖南首映式上，导演
孙杰、制片人文祥携演员田媛、宁宗元达
亮相现场， 与观众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
故事。

电影《正正的世界》讲述了家境贫寒

且患有先天性肌肉型斜颈的留守儿童
正正寻找父母的故事，聚焦留守儿童家庭
关系与心灵状况，影片的主旨是“不能为
了孩子的未来，放弃孩子的现在”。影片取
景地平江县板江乡小水小学的几名孩子
也来到了现场。“我10年没见到妈妈了。”
“我爸爸一年回来一次。”平静的诉说背后
是孩子们对父母爱与陪伴的渴望。

《正正的世界》片方承诺，每售出一
张电影票即捐赠一元钱到正正公益基
金，用于帮助留守儿童。

聚焦留守儿童家庭关系与心灵状况

《正正的世界》全国公映

原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孙敏接受审查调查

她将自己站成一棵树
———记湖南省新时代“最美法律援助人”罗宜燕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
讯员 林洁 焦健）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安监局获
悉， 长沙市开福区近日成功侦破一起非法经营
成品油案，依法刑拘8名犯罪嫌疑人，共查封成
品油80余吨，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

今年9月，有群众举报，在开福区沙坪街道
中青社区长青路旁的一间平房内， 疑似有人非
法进行油品交易。接到线索后，开福区迅速启动

专案联动机制， 调查发现该平房内有大型储油
罐设施，销售工具简陋，设备陈旧老化，没有任
何安全防范设备和措施，犹如一个“定时炸弹”。

鉴于案情重大，长沙成立了由公安、安监等
部门组成的“9·28”非法经营成品油专案组，全
面开展深入调查工作。

经过为期1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发现
该团伙通过非法渠道购进成品油， 经过简单的

工艺进行脱色、调和、勾兑,进行非法生产销售，
涉及长沙市内多个建设施工工地及机械设备用
油，涉案金额巨大，是一起集货源组织、非法储
存、生产销售、物流运输为一体的全链条非法经
营成品油案件。

为彻底斩断违法违规利益链条，11月8日
清晨，开福区公安分局和区安监局全程配合，兵
分3路同步展开收网抓捕行动。 依法传唤李某、
魏某涛、易某等11名涉案人员，并查获作案工具
储油罐4个、 运油罐车2辆、 非法改装储油车5
辆，查封成品油80余吨。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长沙破获一起非法经营成品油案
抓获8人，涉案3000余万元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陈慧斌）今天，省直机关工委
在长沙举行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研讨会。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 号召全省广大机关党务工作者要进
一步提升认识、强化责任、开拓创新、担
当作为，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会议指出，2019年全省机关党建工
作要持续深入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 认真践行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坚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 把政治建设作为机关党建
工作的根本要求。要积极服务省委、省政
府工作大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努力把

省直机关建设成为贯彻省委、 省政府决
策部署的执行机关、 服务人民群众的满
意机关。要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支
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基础，不断提
升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持续加
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和省委实施办法，
持续用力反“四风”改作风，坚持在抓
长、抓常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为民务实
清廉机关。要扎实做好机关党建绩效考
核工作，通过高的站位、深的认识、硬的
措施、优的作风和科学的方法，使考评
硬化量化科学化，推进机关党建质量不
断提升。

会上， 省纪委监察委、 省农业农村
厅、长沙市等就机关党建进行大会交流。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