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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7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刘方勇

人民陪审员被誉为“无袍法官”。2015年5月1
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决定》实施10周年。

5月12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我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近10年来，我省法
院人民陪审员队伍不断扩大，到目前，全省共有人
民陪审员10500人活跃在审判一线。

“无袍法官”达10500人
全省各地法院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机

制，把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群众威望高、善于做群
众工作作为主要标准，把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关。

全省10500名人民陪审员中， 基层干部3315
人、专业技术人员991人、工商业人员747人、社区
工作者1416人、普通居民1126人、农民962人、进城
务工人员142人、其他人员507人，基层群众比例占
56.1%。

省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高飞跃介绍：“人
民陪审员基于他们的代表性、专业性、同情心和同
理心，他们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协调法、理、情关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
一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仅2014年， 全省基层法院一审普通程序案件
105800件，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100227件，参审
率达94.73%。

随机抽取 确保公正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把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和望城区人民法院纳入全国首批人民陪审
工作改革试点法院范围。这两家法院做出了有益
探索。

在天心区人民法院，对于陪审员的参审，先由
人民陪审员自主管理委员会成员与立案庭专人在
庭前一个星期随机抽取，人选确定后再电话一一确
认能否到庭参审，不能参审的再重新抽取，开庭前
一天系统自动短信提醒陪审员参审事宜。

望城区人民法院自主开发了人民陪审员参审
随机抽取计算机软件。 自2014年4月全面运行以
来，该院人民陪审员零陪审率由34%降至0，参审面
达100%。

省高院制定了《湖南省人民陪审员管理办
法》，对人民陪审员选任与名额确定、培训、权利与
义务、参加审判活动管理、考核与奖励、职务任免、

经费管理等“七项制度”进行了细化和量化。目前，
全省超过90%的法院的陪审工作经费有基本保
障，并呈逐年递增趋势。

2005年以来，全省人民陪审员参加培训达5万
余人次。自2010年开始，省高院还将人民陪审员工
作纳入到全省法院司法状况考评内容。

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意义重大
2014年4月，长沙发生一起4死2伤的特大交通

事故。一名死者亲属将车主（湖南一位明星艺人）、
酒店、保险公司等7名被告起诉至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4年9月4日， 该院由2名审判员和5名人民陪
审员组成大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从人民陪审员信息数据库综合组和专业组中分
别随机抽取，代表新闻、社区、妇联、交通等5个界别的
5名人民陪审员就案件争论焦点，轮流向原被告双方
发问。

2015年2月16日， 该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宣判，
判决结果完全由合议庭成员投票决定。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
对扩大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飞跃说。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 � � �名片：
2006年，1983年出生的王一姗大

学毕业进入湖南公共频道， 成为一名
记者 ；2015年 ，她已是 《帮女郎 》制片
人。在她的带领下，“帮女郎”这个平均
年龄不到25岁的全国首个专业女性记
者团队把新闻栏目做成了专业公益慈
善平台，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她个人也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故事：
“谢谢。今天不好意思，都被你采

访得哭脸了。”5月9日下午， 记者来到
王一姗的办公室，和她聊起9年帮女郎
岁月，期间她几度哽咽，说不出话来，
事后她发来短信向记者表示歉意。

九年帮女郎生涯，因为感动或者
心酸都能让王一姗眼含热泪，这位开
朗的女孩总是转身抹眼泪，然后笑对
镜头，压抑着心情却又清亮着嗓子向
观众讲述一个又一个不幸的人重生
的故事。

“成为记者相对简单，成为帮女
郎的记者却更有挑战，因为你首先得
是一个志愿者。不是冷眼旁观，要介
入其中，帮忙到底。”王一姗常常把这
句话讲给新来的帮女郎们。

大学毕业第一次采访，王一姗把
目光定焦在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
为了拍摄到最真实的画面，她几经周

折联系到一家自闭症孩子康复机构，
可是没想到她的第一次造访就被愤
怒的家长挡在了铁门外。

“那我不采访了，我就先做个志
愿者。” 王一姗不甘心， 再次敲响铁
门。

自闭症孩子孤僻不说话，有时焦
虑甚至狂躁，王一姗的手几次被他们
突然的暴躁抓挠出伤口，可是她没有
抱怨和放弃，依然耐心、周到地爱护
这群需要温暖的孩子。 一个星期后，
王一姗的摄像机顺利地扛进了铁门。

“只有真正投入自己的情感，以
志愿者的心态，尽量不揭伤疤、不伤
害，才能收获静心聆听，然后分享快
乐或痛苦的那一瞬的心灵互通。”志
愿者的身份为王一姗铺开了新闻采
访的一条另类路线。

一路走来，王一姗成为“帮龄”最
长的帮女郎，她全程参与策划、执行
的公益活动三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而运达乡村教师奖就是其中的一例。

“一个学校一位独臂老人，摇摇
欲坠的茅草屋， 昏暗跳跃的煤油灯，
还有只在书本上看到过火车的老师，
却要面对学生‘火车是怎样叫的’的
问题时的不知所措”……回忆起第一
位进入她镜头的乡村教师，当时的情
形仍历历在目。

运达乡村教师奖采访160位乡村
教师，王一姗亲身走访的就有44位。持
续的报道，不懈地寻求帮助，众多摇摇
欲坠的教室焕然一新，80后、90后志
愿者一批一批地前往支教。

“贴近你，温暖你，就像闺蜜。”王
一姗说，“弱势群体的困境是社会的伤
痕。巾帼记者不逊男。帮女郎用女性的
善意聚焦弱势群体， 用女性的柔软弥
合社会的伤痕。”

九年坚持， 王一姗和帮女郎们把
《帮女郎》 打造成大公益慈善平台，号
召、发动志愿者数十万人，募集发放款
物逾3亿元，组织公益活动近400场，改
变了20余万名弱势群体的命运， 带来
了一股守望相助的文明新风。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上午，“岳阳市2015年夏季人才需求信息发
布会暨高校人才合作签约仪式” 在长沙举
行。发布会透露，岳阳市220家企事业单位将
组团来长揽才。该市还推出史上最具力度人
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全职引进的领军
人才，给予100万元安家补助。

发布会由岳阳市委、 市政府组织举办。
发布会透露， 岳阳市专场人才招聘会于5月
16日（周六） 在中国湖南人才市场举办。届
时， 岳阳市辖区内220家企事业单位参加现
场招聘，企业提供2800个职位，事业单位提
供200多个职位。主要涵盖设备制造、能源化
工、生物医药、医院医疗、电子信息、生态农
业、教育、投资咨询、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加
工、汽车服务等30多个行业。

此次招聘会有不少事业单位参加，如

岳阳市规划监察支队、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岳阳市妇幼保健院等。其中部分
岗位可以解决事业编制， 如湘阴县财政局
招聘“工程预决算评审”2名，薪酬待遇一栏
明确写着： 事业编制。 从招聘岗位需求来
看， 经营管理类人才需求占岗位总需求的
27%，单位开出的年薪最高达到60万元。

岳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王瑰曙介绍， 以市组团赴外招聘活动是岳阳
市推出的“四海揽才”活动之一。今年以来，该
市多次组织本市骨干企业抱团赴外地开展人
才招聘活动。全职引进的领军人才，给予100
万元安家补助；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给予50万
元安家补助；高成长性优秀青年人才，给予10
万元安家补助。引进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
财政增收方面为岳阳作出重大贡献的创新创
业人才，给予最高可达100万元的政府奖励。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刘馨瑜）“该书
通过雷锋精神与全面深化改革两者间理念、价值、实践契合的
研究， 将进一步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导。”
《全面深化改革与弘扬雷锋精神》出版研讨会近日在省社科院
举行。省内知名社科理论专家唐凯麟、刘建武、朱有志、周小
毛、贺培育等与会。

《全面深化改革与弘扬雷锋精神》一书日前由湘潭大学
出版社出版， 是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书中将雷锋精神概括为赤子精神、钉子精神、奉献精神、敬业
精神、勤俭精神、傻子精神、创新精神、诚信精神、协作精神、
乐观精神等十种精神， 分别将其与勇往直前的改革动力、百
折不挠的改革毅力、舍弃小我的改革境界、忠于职守的改革
定力、艰苦奋斗改革品性、淡泊名利的改革情怀、忠于职守的
改革定力、艰苦奋斗的改革品性、淡泊名利的改革情怀、敢为
人先的改革勇气、匡正世风的改革诉求、顾全大局的改革素
养、饱含斗志的改革热情相对接，既全面系统解读了雷锋精
神的丰富内涵，也深刻揭示了弘扬雷锋精神与全面深化改革
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契合性，旨在推动改革大步向前，具有
一定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意义。

目前，我省共有10500名人民陪审员活跃在审判一线———

既陪又审，有职有权

领军人才可获
100万元安家补助

岳阳市220家企事业单位将组团揽才

《全面深化改革
与弘扬雷锋精神》出版

“帮女郎”王一姗：

贴近你、温暖你
王
一
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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