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湘西妇女儿童撑起半边天
———记全国平安之星、湘西自治州妇联权益部部长向艳红

逐梦法治绽芳华
———记涟源市司法局局长胡凌云

胡凌云（右）在《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周年宣传
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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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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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向部长
及吉首市妇联 ‘婚调委’的帮助 ，帮我从
那段糟心的婚姻里脱身。 ”近日，吉首市
的杨某提起的诉讼离婚案终于得到了法
院判决。

杨某口中的向部长是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妇联权益部部长向艳红。 从事
妇女维权工作 23 年来 ，她先后获得 “湖
南省妇女维权先进个人”“全国妇女维权
先进个人”“平安之星”等荣誉称号，她所
在的部门被评为 “全国妇女维权先进集
体”“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帮助家暴受害妇女维权
她是“雪中碳”

2020 年初，50 多岁的杨某因家暴走
进吉首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寻求
帮助。 经了解，杨某与丈夫结婚多年，经
常遭到丈夫的殴打。 不堪忍受家暴的杨
某多次向丈夫提出离婚，却遭到拒绝。 无
助的杨某只好找到了吉首市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委员会。 向艳红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组织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进行调
解。 多次调解后，杨某丈夫的家暴恶行仍
未收敛。

“我们妇联认为， 像杨某这种情况，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 ”向艳红说，
“介于杨某丈夫的过错行为，为维护妇女
的合法权益， 我们向法院提出了在住房

和财产分割时应该向女方倾斜的主张。 ”
她立足于从源头抓维权，2004 年 6 月，由
她执笔起草的 《湘西自治州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的决议》被州人大通过。 为了更
好地为妇女维权，她与州司法局、州律师
协会联系，2011 年 10 月成立州妇女维权
法律服务中心。

2012 年 6 月初， 向艳红还积极联系
州综治办等 5 家单位下发了 《构建湘西
自治州反家庭暴力工作机制的方案》。 目
前， 全州共建立反家庭暴力 110 报警中
心 92 个,反家庭暴力投诉站 260 个，反家
庭暴力合议庭 4 个 , 反家庭暴力法医鉴
定中心 9 个 ,反家庭暴力庇护中心 9 个，

法律援助中心妇联工作站 10 个，婚调委
9 个。

开通州 12338妇女维权热线
她是“及时雨”

2020 年 3 月， 吉首市妇联信访人员
接到王某通过 12338 打来的电话， 说自
己在医院等动手术需要儿子签字作担
保， 但儿子田某拒绝， 希望妇联提供帮
助。 接到电话以后，吉首市妇联多次上门
了解情况，并与社区妇联联系，多次上门
对田某做思想工作。 经了解，王某因一次
劳动中摔伤丧失劳动力， 与儿子关系一
直有龃龉。

2020 年 5 月， 吉首市公安局乾州派
出所、吉首市妇联、乾州街道办事处兔岩
社区三方联动， 在乾州派出所调解室对
王某与田某的赡养纠纷一案进行第三次
调解， 田某终于同意为母亲动手术治疗
疾病，签字做担保人，双方达成协议 ，调
解取得成效。

由向艳红组织开通的湘西州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开通以来， 湘西州为妇女
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法律咨询和心理疏导
服务。 吉首市妇联绑定“马大姐知心屋”
手机及“婚调委 ”办公室座机电话 ，保证
每天 24 小时有人接听。

组建执委妈妈看护队
她是“避风港”

“田妈妈过年好，再过几年我们也是
好汉了， 就可以照顾您了！ 祝您身体健

康！ 干杯！ ”今年大年三十，6 个留守儿童
在花垣县吉卫镇夜郎坪村“执委妈妈”田
金珍家吃年夜饭时齐声说。 这 6 个孩子
分别是该村在外务工人员的孩子。 因疫
情影响，各地鼓励务工人员就地过年，村
里的“执委妈妈”将父母在外过年的孩子
接到村党支部书记、 妇联主席田金珍家
集体过年。 田金珍牵头组成了夜郎坪村
“执委妈妈假期看护队”， 开展 “守护儿
童·牵手相伴 ”活动，结对帮扶全村的留
守儿童。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生活
无人陪伴，安全无人监管、情感无法呵护
等问题。 向艳红执笔起草了《开展“牵手
相伴·爱在身边 ” 假期关爱儿童服务活
动》及组建“执委妈妈看护队 ”方案 。 目
前，全州共组建执委妈妈看护队 613 支，
7385 名执委结对帮扶留守儿童 7385 名。

■后记

初心不改，温暖守护

多年来， 向艳红致力推动妇女儿童
事业发展，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向艳红
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所有妇联人共同努
力的结果，我只是一棵小草，太微不足道
了。 ”她希望接下来多方联动，加强法治
宣传，提高妇女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让
湘西州的妇女儿童沐浴在法治的阳光
中。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那天 ，一头超短发 ，脚穿平底鞋 ，手
提公文包， 一身着装干练利索的胡凌云
早早地走进法庭。 “今天开庭你怕是要戴
个铁帽子才行。 ”主审法官打趣地对她说
道。

作为被告代理人， 胡凌云此次面对
的是耗时 6 年， 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有着
近 80 名原告的陈年旧案。 她坦然坐在被
告席上，冷静地对事实、证据 、法律适用
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从涟源市法制办主任到涟源市司法
局局长，胡凌云一直耕耘在法治领域。 3
月 8 日，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法
制周报》记者与胡凌云对话，感受巾帼力
量。

法治政府建设的勇士
2008 年 6 月， 胡凌云调入涟源市人

民政府法制办。 这一干，就是 11 年。
随着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

高 ，自 2015 年开始 ，涟源市的行政诉讼
案件逐年大幅增加。 胡凌云长期担任涟
源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 为主负责行
政应诉和行政裁决工作。 平均每年办理
行政应诉案件近百起，2017 年的诉讼案
件更是高达 170 余件。

“对待行政案件 ，既要依法应诉 ，维

护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也要设身处地，站
在行政相对人的角度去考量， 把握应诉
尺度， 配合法院合法合理地解决老百姓
的诉求。 ”胡凌云说。

“她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好并长期
坚持，与她严谨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以
及专业素养有关。 ”涟源市司法局行政执
法协调与监督股杨振业与胡凌云一起共
事已有 11 年，她已成为他人生中不可多
得的良师益友。 在他看来，胡凌云对待任

何案件都是一丝不苟，反复研究。

司法行政工作的尖兵
2019 年 5 月， 按照国家机构改革统

一部署， 涟源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与涟源
市司法局完成重组， 胡凌云也由此履新
市司法局局长职务。

重组后的司法局承担多个方面职
能， 胡凌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 这时，市司法局全体人员尚在上世
纪 90 年代建成的办公楼办公，为干部职
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便是摆在
胡凌云面前的首要问题。

此后， 司法局工作人员明显感受到
各类变化。 旧楼全面维修，业务用房按要
求得到了配备， 工作人员不用 3 个人挤
一间 10 来平米的办公室了。

涟源市司法局结合人民调解工作 ，
着力打造 “智慧屋场 ”，自主设计 “屋场
会”App，胡凌云带头通宵达旦加班；为实
现服刑人员家属 “家门口探监 ”，建设涟
源市司法局远程视频会见室； 为做好全
市 500 多个村的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
工作，胡凌云取消休息日，带着业务人员
深入 20 个乡镇司法所进行指导。

年轻干警的榜样
胡凌云是一位事业型 “女强人”，同

时对同事关爱有加， 尤其是对年轻人的

培养不遗余力。
社矫股干警梁映颖还记得在全局大

会上第一次见到胡凌云的情景。 “她是我
参加工作以来第一个没有用家乡话作任
职报告的领导， 内容非常简练但铿锵有
力，我全都听懂了。 ”

此后的工作当中， 这位英姿飒爽的
女局长也如梁映颖的期待一样， 时常鼓
励单位年轻人敢做勤做， 为刚刚步入社
会参加工作不久的她们指明方向。

■后记

努力做一个在家的妈妈
胡凌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

上，这也导致她对家庭的关怀很少。 上小
学二年级的女儿回答别人最多的一句话
是：“我妈妈不在家！ ”女儿和她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妈妈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做
红烧茄子呀？ ”

三月， 是莺飞草长、 芳华绽放的季
节，当听到涟源市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
设将连续第 5 年荣获娄底市先进时 ，胡
凌云很开心。

“对于家人我很愧疚，努力弥补吧 ，
抽出时间多陪伴。 ”说完，她又郑重地加
上一句，“我一定做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