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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党华 通讯员 张豪

张学洲，新野县王集镇司法所

所长，本报曾多次报道过他的动人

事迹。记者近日在新野县采访，听

闻54岁的张学洲有了新岗位——
新野县王集镇冯集村第一书记。

作为全县乃至全市年龄最大的第

一书记，他扎根新岗位，全力做好

扶贫攻坚工作,又留下了一串串动
人的故事。

自备物料修村部

冯集村位于新野县城西北16
公里处，辖5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
组、596户，是远近闻名的软弱瘫痪
村。张学洲忘不了进村第一眼看

到的“破烂不堪的烂摊子”，村部5
间房是18年前修建的，没有院墙，
房顶漏水、墙壁裂缝、破门烂窗，屋

里除了厚厚的灰尘，院内荒草没

膝。村民调侃道：“别看村部不强，

可是有三多呀，院里草多、屋里灰

多、下雨泥多。”张学洲失眠了，这

还是个村部吗？他召开村两委会

议，提出改变村部面貌，可是会议

开下来更让他心凉，村里没任何经

济来源，还欠不少外债，哪有钱建

设？几番深思后，他做通妻子的思

想工作，拉来了自己家准备建房用

的 3万块砖，修建村部院墙、盖厨
房、修厕所。在他的积极协调下，

很快又另建起了5间新房，县司法
局又捐助了桌椅、办公用品，健全

了党群活动室、综治中心、法治学

校等，老房子粉刷墙壁，院内和院

外道路硬化，村部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建章立制，对村组干部加强

管理，凝聚人心。群众高兴地说：

“现在村里也有了新三多，村部桌

椅多，院里聚人多，村干部为群众

办事多。”

4月2日，记者来到冯集村，村
部正在施工，接建第二层。张学洲

介绍，二层建起后，上下共10间，再
加上原有的5间，基本能够满足村
里发展的需要了，言语间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赤脚走访贫困户

2017年4月，张学洲由于长时
间熬夜加班，痛风病犯了，双脚肿

得穿不上鞋，局领导和镇领导多次

劝他去医院治疗。可正值脱贫攻

坚关键时刻，他坚决不去，忍受着

疼痛，坚持入户走访，每走一步都

疼痛钻心，村支部书记郑云辉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自愿做他“专职司

机”，用车拉着他进村入户，贫困户

张云明看到第一书记左脚穿拖鞋、

右脚打赤脚，让人扶着来看他，感

动得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张学洲访遍了冯集村的21
户贫困户。

张学洲的儿子因有病服药引

起了过敏性药疹，后引发肺部感

染，高烧入院治疗16天。因扶贫吃
住在村，他一直没去医院看望儿

子，一天，他正在入户走访，电

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幼

小的声音：“爷爷不要我们啦！我

爸在输水。”是 5岁孙子的声音，
他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

转，妻子抱怨:“村里有你魂，家
都不要了。”

修路打井办实事

驻村后，张学洲发现部分村民

还没有用上自来水，有的是不愿花

钱用自来水设备，有的则因住得远

嫌通水管长花冤枉钱，还有些群众

认为水都是从井里抽上来的，用家

里井水不花钱。针对这些情况，张

学洲又主持召开村两委会议，讨论

如何让群众都吃上安全水，确定了

安装设施费用最低化、安全用水

节约化的措施和方案。目前，全

村群众都吃上了自来水。走访张

寨时，村民们反映该村路况差，

特别是下雨天车辆无法行驶，给

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张学洲

又召开村两委会，决定通过一事

一议，投工投资对张寨的道路进

行硬化，不到一个月时间，800米
的道路硬化完工。

冯集村8组矛盾多发，组干部
频换，土地多年无法调整，张学

洲多次进村，走访村民了解情

况。原来该组因长时间没有调整

土地，导致人口增长户不能及时分

得土地、人口增减与土地调整出现

不对等现象，群众有意见。此外，

组干部每年多种一份责任田作为

工资补贴，不担任组干部后仍在种

这份地。针对这些问题，张学洲会

同村干部，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半

个月时间将这些矛盾纠纷一一调

处化解。累累累3

一名司法所长的扶贫故事

本报讯（记者刘亚芳 通讯员

薛莹）内乡县出资200余万元重奖
2017年度政法暨平安建设工作先
进单位。对县委政法委、县委群

工部（信访局）、县公安局、城关

镇四个单位给予记集体三等功；

对2017年度7个平安建设先进乡
镇奖励电动SUV巡逻车1辆，9个
平安乡镇奖励电动巡逻车1辆，
82个平安村（社区）奖励巡逻电

车1辆。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县不

断加大对政法和平安建设工作的

重视支持力度，政法综治部门牢

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

想，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认

真履行第一责任，大力推进平安

创建，积极实施量化考评，强力

推进反恐防恐、治安防控、维稳

提升、法治建设和平安创建等

五大工程，着力解决影响社会

大局稳定的突出问题，各类不

稳定因素得到有效化解。该县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平 安 建 设 先 进

县，连续九年获得全省平安建

设先进县。同时荣获全省无邪

教创建示范县、全省铁路护路

工作先进县、全市反恐工作先

进县，政法、信访工作月讲评综

合排名双第一等殊荣。累累累3

配备安防设施 促进社会和谐

内乡重奖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本报记者 秦会娟 王鑫

宛城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宛

城建设纲要》的相关要求，组织、协

调、指导、督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

依法治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积

极推进依法行政，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健全长效机制
推进依法治区

宛城区高度重视依法治区工

作，召开了区委常委会专题听取汇

报，制定并下发了法治宛城建设纲

要，调整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

领导小组及六个专项工作组，切实

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同时，强化党政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贯彻落实

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建

立党政第一责任人定期听取法治

建设工作汇报、法治考核等制度。

该区还制定了“法治乡镇（街道）”、

“法治机关”、“法治村”、“法治社

区”、“法治学校”、“法治企业”创建

工作的考评标准，严格要求各乡镇

办和区直单位认真组织实施。

目前，该区法治建设工作已形

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各成员单位团结协作、齐抓共

管的局面。

优化宣传载体
打造法治阵地

该区在有线广播电台开办了

“律师说法”栏目，聘请知名律师利

用周六、周日上午运用典型案件讲

解法律，并开通了“12355”青少年
维权热线电话，为青少年解答法律

问题，进行心理咨询辅导，2017年，
共受理法律咨询6500余人次，受到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同时，深入

开展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乡村、

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

进”活动。在“法律进校园”活动

中，全区113所学校全部配齐了兼
职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形成

了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各校

教导主任、德育办主任、大队辅导

员一条线的学校普法教育网络，构

建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教育体系，增强了中小学生的学

法积极性，实现了在校中小学生零

犯罪的目标。

该区还在全区开展法治建设

“三个一”工程（即区有法治文化公

园、乡有法治文化长廊、村有法治

文化橱窗）。目前，全区共建法治

文化公园 5个，法治文化长廊 39
个，法治文化橱窗174个。在农村
90%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法治教育
阵地，做到了每个村委会有1支法
治宣传队伍，有1块法治宣传栏；每
个村民小组有1名法治宣传员；每
户有 1名法律明白人；每个村有 3
户法治示范户。通过全方位、深入

扎实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信

心和参与法治建设的热情。

依法民主决策
规范行政执法

在依法民主决策方面,宛城区
始终坚持“三个到位”。程序到位。

重大行政决策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规

定设立的步骤进行，从源头上、过程

中把好决策的法律关，从根本上杜

绝决策违法。听证到位。通过听证

广听民意，广纳民谏，实现问情于

民，问计于民，避免盲目决策、草率

决策，减少决策的风险和失误。监

督到位。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

度，对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

的决策行为，严格进行问责。确保

做到“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

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

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

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

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

查机制”的要求。

化解社会矛盾
提升服务水平

该区探索开展了“律师服务

团”进乡镇等活动，由区政法委牵

头，先后从河南子午、河南鼎新等

律师事务所遴选了政治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且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

39名律师组成律师服务团，进驻全
区13个乡镇（街道）为当地群众提
供优质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普法、

用法宣传，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法

治水平，化解社会矛盾。该服务团

成立以来，参与免费法律咨询活动

5000次，开展法律讲座36场，提供
法律咨询10000余人次，发放宣传
资料8000余份。

至目前，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30余起。同时，还探索创建律师
会客厅和社区律师工作室，先后有

100余名律师参加，“零距离、面对
面”地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

务。累累累3

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宛城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区纪实

本报讯（记者李云平 通讯员

刘潮杰）“原来公益诉讼是保护人民

群众利益的，以前真不知道公益诉

讼是干什么的，听了检察官的解答，

我终于明白了……”在淅川县老城

镇街道，该县检察院组织民行检察

干警集中开展公益诉讼专项巡回宣

传活动时，一位群众感慨道。

连日来，淅川县检察院组织民

行检察干警走街道社区、到田间地

头，以“立足检察职能、守护绿水青

山”为主题，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

民行职能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在全县17个乡镇进行法律
宣传活动。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较大范围

地宣传了检察机关民行检察职能、

监督范围以及检察机关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的流程、依据和目的，进

一步扩大了公益诉讼在人民群众

中的知晓度，为拓展案件线索来源

奠定了群众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

据悉，此次宣传活动开展以来，

先后发放公益诉讼宣传手册300余
份，向群众解答相关问题 50余人
次，接受法律咨询100余次，取得了
较好的宣传效果。累累累3

淅川检察院宣传
民行检察知识

本报讯 （记者来付祥 通讯员

宋豫 邓涛）新野县人民法院以满足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以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

裁判、执行满意度为目标,抓好队
伍建设，筑牢公信立院的根基，促

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该院推出一系列方便群众诉

讼的举措，在县工业园区、巡警大队

等单位和辖区偏远村组设立了巡回

办案点，坚持“固定时间、固定地点、

固定人员”的“三固定”工作机制，设

置简便的审判程序，倡导灵活的审

理方式，确保“零距离”方便群众诉

讼。同时，加强诉讼指导工作，推行

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完善法律援助

与司法救助的对接机制，实行“远程

立案”、“预约立案”和开展“法律五

进”、“法官五下”等活动，提高司法

的亲和力、公信度。累累累3

新野法院“三固定”机制方便群众诉讼

本报讯 （记者刘亚芳 通讯员

赵博）日前，由邓州市文明委主办、

邓州市检察院承办的邓州市第一期

道德大讲堂举行。

该期道德讲堂共包含唱歌曲、

看短片、诵经典、讲故事、谈感悟、送

吉祥等六个环节，环环精彩，环环相

扣。感动中国人物郭明义燃烧自

己、照亮别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令全

体与会人员动容；《劝善词》经典选

段的诵读，告诫人们一定要积累善

德；原市供电公司“三八”雷锋班班

长、曾荣登“中国好人榜”的门金梅

和邓州市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的第

一书记、优秀扶贫干部张学佩讲述

了他们爱心向善、扶贫助困的感人

事迹，让在座的每一位与会人员深

受感动，印象深刻。累累累3

道 德 讲 堂 唱 响 助 人 为 乐 赞 歌

本报讯 （记者李云平 通讯员

贾吉振）桐柏县法院高度重视学习

型法院建设工作，多措并举，扎

实推进，让学习成为提升干警政

治素质与业务能力的抓手，成为

增强干警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的

载体，进而为造就一支政治坚

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法院

干警队伍奠定了坚实基础。

针对发还改判案件,组织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进行评查,把脉问诊,
向承办法官答疑释惑;针对疑难复
杂和新型案件,全体审判人员不论
资历,不论职务,均可发表意见,集思
广益,交流办案心得,形成案件评查
通报,印发全院学习。通过以会代
训，辨法析理，以此提高案件的审

判质量，提升法官的审判水平。

与此同时,该院分批分次选派
39名一线审判人员赴国家法官学院
深造学习，结合培训计划，有针对性

地选报课程，突出实用性，为法官们

送上实实在在的“大礼包”。法官们

零距离接触法学大家、审判业务专

家、最高人民法院骨干法官在汲取

知识的同时，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站

位，加油充电，凝神聚力，更好地投

身审判工作中去。

该院还先后举办了“百日办案

竞赛”和优秀示范庭评比、优秀裁判

文书评比、优秀书记员评选等岗位

技能大练兵。法官们在庭审驾驭、

案件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的能力

得到较大提升。累累累3

桐 柏 法 院 提 升 法 官 业 务 素 养

本报讯 （记者李云平 通讯员

宁旗 王远）宛城区检察院公诉局按

照“指控犯罪有力、诉讼监督有效、

社会治理有为”的总体要求，强化公

诉队伍学习意识，着力打造学习型

公诉队伍。

该局利用每周一组织学习交

流会，与检察官联席会议相结合，

通过学习执法规范、学习新出台

的法律法规以及前沿理论，讨论

有争议的案件，促进干警深入学

习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办案的质量

和效率。并鼓励干警走出去，积

极参加上级院组织的各类业务知

识培训，提高干警的理论水平和

业务技能，并要求凡是外出参加

培训的人员，培训结束后必须进

行二级培训，以点带面，形成一人

学习带动全局学习，达到全员受益

的效果。

在工作中，该局注重提高个人

业务素质，对于起诉书、检委会案件

汇报报告等文书的制作从严把关，

发现高质量的文书，组织全局人员

进行学习，从而提高文书制作的能

力，提高案件内卷质量。

针对“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组

织干警对“涉黑涉恶”12类案件进行
专门学习，深入研究案件适用法律

依据、定罪量刑标准等，在办案中做

到准确定性、不枉不纵。累累累3

宛城检察院打造学习型公诉团队

本报讯 （记者李云平 特约

记者刘涛）“真的很感谢你们，如

果不是你们，孩子可能就毁了。”

日前，几名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

来到内乡县人民检察院，为未检

科干警送来了一面锦旗。

去年，内乡县检察院受理了

一起两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

校生）故意伤害案件。办案中，干

警将教育与挽救未成年人作为出

发点，走访了两名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的监护人、亲友、邻居、老师、

同学等相关人员，详细了解他们

的学习、生活、家庭情况、成长经

历、性格特点等。该院多次召开

检察官联席会议、检察委员会会

议，对事实认定、证据采集等进行

讨论，最终作出了对其中两名犯

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一名犯

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

决定。

内乡县检察院始终秉持“办

好一个案子，教好一个孩子”的理

念，创新帮教考察方法，对涉案未

成年人精心引导、鼓励、帮扶。今

年以来，该院针对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问题，邀请心理学专业老师

走进各高中和初中学校，举办了

“如何搞好情绪管理和建立和谐

人际关系”的心理讲座，各学校每

周坚持开设了一节普法教育课，

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入手，通过

以案释法等方式，为未成年人及

家长提供法律咨询，积极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与涉案未成年人及

其父母共同建立"正能量"微信
群，经常性转发相关法律知识，培

养涉案未成年人学法、知法、懂

法、守法的自觉性，增强帮教考察

工作的时效性与互动性。累累累3

创新帮教方法 教育挽救并重

内乡检察院全方位关爱未成年人

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市政法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法宣传活动吸引了群众驻足观看 累累累3
本报记者 张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