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观看禁毒宣传展板

本报讯（通讯员 陈联川）9 月 29 日上
午，开福区司法局青竹湖司法所在长沙
市湘郡长德实验学校拉开了本年度青
少年法治宣传周教育活动序幕。 湘郡长
德实验学校 300 多名师生在多功能会
议厅聆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少年学
法、守法、护法、用法专题知识讲座。

授课中，区普法讲师团刘洋以《“民
法典”法律课堂》为主题，从未成年人充
值打赏有效吗、 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和高空抛物谁担责等四
个方面入手， 引导青少年学生学法、尊
法、守法、护法，自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做一名守法
好少年。 讲师团特聘客座讲师黄曦，以
《如何防范新型毒品陷阱》 为题， 深入
浅出地详细介绍了毒品的定义、 种类、
危害，以及吸毒原因和多种诱骗吸毒的
谎言，通过一桩桩真实案例说明毒品对
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 ,教会青少年学
生应如何识别毒品、拒绝毒品。 授课过
程中，两名讲师和青少年学生进行了互
动， 加深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和记忆，青
竹湖司法所工作人员和街道禁毒专干
还为学生们送去了一批《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和禁毒宣传漫画册 ，同时还
与学校负责人就如何完善学校普法工
作站及禁毒读书角相关事宜进行了协
商。

为了让活动主题更加突出， 内容更
加丰富 ， 此次活动设置了另一个分会
场。 在青竹湖街道太阳山社区文化广场
上 ，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青竹湖街道公
共安全办工作人员，以及社会法律服务

志愿者为来往群众、社区居民朋友发放
宣传册子，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及法律书籍 1200 余册（本）。 同时，青
竹湖街道还搭建了法律服务咨询台，邀
请开福区人大代表、湖南博言律师事务
所邓荟君律师、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邱
建雄律师坐镇现场， 面对面答疑解惑，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周到细致的法律
咨询服务，赢得老百姓的好评。

青竹湖司法所：用法治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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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新时代司法行政铁军
———湖南司法行政系统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省司法厅周宇：
“新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青

年人正逢其时。希望同学们不负青春、不
负韶华、不负时代 ，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掌握知识本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
人生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聪明才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

书院考察时， 对青年人的谆谆教诲和殷
切期望。

作为一名司法行政青年干部， 应当
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
向、把握司法行政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把
“求真学问 、练真本领 ”作为贯穿生命始
终的人生追求。

省女子监狱周莉：
我深深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

为民情怀， 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和对基层
服务、基层治理的期望。 作为监狱基层监
区教导员，我将在工作中大力弘扬“半条
被子”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
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站
稳人民立场，勇于攻坚克难，踏踏实实把
正在做的事情做好。

省岳阳监狱刘聪彧：
从疫情防控到防汛抗洪， 从封闭执

勤到疫情防控常态化，2020 注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于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
我有幸能以监狱人民警察的身份为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贡献着青春力量。 每
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作为监狱
人民警察，将以特有的韧性与毅力，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
行！

省白马垅强戒所罗剑：
作为司法行政戒毒所的基层民警 ，

我深刻感受到制度创新 、 科技创新 、
理念创新带给戒毒工作的深刻变化 ，
全国统一的戒毒模式 、智慧戒毒所建
设等 ， 让我懂得唯有不断加强学习 、
砥砺创新 ，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
能 在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奋斗历程中不负青春 、不负韶华 。

澧县司法局刘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

说，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国
家， 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
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
一件工作， 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
一步。

作为基层司法行政干部， 怎样去干
好我们的工作？ 我想应该就是主动而深
广地融入群众生活。 需要我们带着热情
俯下身、沉下心、扎下根 ，以最好的行动
展现基层力量。

湖南湘警职院周雯婷子：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大地 ，红

色热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
谆谆教导、殷切寄语 ，让我深受启发 ：生
在人才辈出的湖湘大地， 听着红色故事
长大，作为一名警校学生，一名新时代青
年，我必将以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基因，
担负起时代使命，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三湘律师事务所方婉婷:
� � � �作为新时代中国梦的追梦人 , 我们
当代青年律师应在富有挑战性的执业生
涯中， 坚定法治信仰， 不断传承法治精
神，严格按照律师管理相关规定，开展相
应的律师执业活动， 在奋斗的汗水中实
现自我价值，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
设历程中放飞青春。

本报讯（通讯员 尹光宇）9 月 29 日
上午，长沙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社区矫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讨论长
沙市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实施细则，部署
安排全市社区矫正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宣读
了关于设立长沙市社区矫正委员会的
文件 ，讨论了 《长沙市社区矫正衔接配
合实施细则》。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尹小英汇报了全市贯彻实施社区矫正
法有关情况，就推进全市深入贯彻实施

社区矫正法向市社区矫正委员会成员
单位相关负责人、各区县（市）委政法委
书记和司法局局长提出了建议和打算。

长沙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建华
要求， 社区矫正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区
县 （市 ）委政法委要深刻认识做好社区
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社区矫
正委员会的职能定位， 系统研究、逐步
完善社区矫正委员会工作机制、相关部
门衔接配合机制、队伍建设机制、 社会
参与协助机制、安置帮教机制、 考评考
核机制等工作机制, 用完善的机制推动
工作落实，社区矫正纳入依法治市（区、

县）和平安建设考核。
据了解， 长沙市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依法依程序设立长沙市社区矫正委
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市社区矫
正工作。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廖建华担
任市社区矫正委员会主任； 副市长、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 局长唐向阳担任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 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小林，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周琼芝，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尹小英担任副主任；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等 12 家单位为市社区矫正委员
会成员单位。 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办公室设
在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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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在湖南司
法行政系统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
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
南新篇章。

长沙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岳阳市召开第六次
律师代表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泉 ）9 月
29 日， 岳阳市召开第六次律师代
表大会。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姜彬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黎鹏飞等出席会议 ，
会议由党组成员、副局长、岳阳律
师行业党委书记任育平主持 ，省
律师协会副会长戴勇坚致开幕
词。 全市 142 名律师代表参加会
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主席团名
单， 审议通过了第五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岳阳市律师协会章程》、
财务报告和选举办法。 选举产生
了市律师协会会长卢四海； 副会
长张忠伟等 8 人；监事长曹景毅；
监事会成员龚畅华等 8 人； 常务
理事彭国光等 39 人。 聘任了市律
师协会秘书长徐永红； 副秘书长
刘展、黄琦等 2 人。

“要自觉践行律师的职业操
守，坚守法律底线。 既要对不合法
规的事情勇于指出， 又要对不公
平的现象敢于斗争， 最大限度维
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姜彬要求，全市律师要
着力提高政治站位， 以党的旗帜
为律师事业的旗帜、 以党的方向
为律师行业发展的方向， 始终确
保律师事业发展不偏轨道。 律师
行业党委要努力推进党建工作的
全覆盖，统领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党员律师不仅要作好自身的表
率，更要引导、凝聚其他律师特别
是青年律师， 团结奋进， 锐意创
新，确保律师队伍建设始终健康、
良性的稳步发展， 推动岳阳律师
业向更高层次、更广空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