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雷力川 邹晓萌）3 月
5 日，祁阳县检察院 42 人“讲师团 ”走进该
县长虹街道明德小学， 分别在该校二年级
21 个班级同时讲授开学第一课， 以护航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小强放学回家 ，路边有个陌生的叔
叔说 ，小朋友过来一下 ，我给你糖吃 ，你
让我摸一下你的屁股 。 小强能不能答应
呀 ？ 肯定不能哦 ，那小强该怎么办呢 ？ ”
在隐私安全大闯关游戏中 ，同学们化身
成游戏人物小强 ，帮助小强闯关 。 通过
马路边 、邻 居 家 、自 己 家 、学校 操 场 、拥

挤空间 、秘密空间 6 个场景，告诉同学们
学会分辨性侵害行为， 并学会在不同场景
下保护自己。 为了让同学们初步了解毒品
的危害并自觉远离毒品， 讲师团成员在给
同学们看完禁毒教育短视频后还回答了孩
子们的提问。

组建 “讲师团 ”，是今年祁阳县检察院
在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中的创新举措。 通
过 “讲师团 ”的形式 ，提高该院干警在法治
教育中的讲课水平， 为以后在中小学开展
更为专业、 更加切合未成年人实际的法治
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检察官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互动交流。

开学第一课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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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红艳
何彦慧 ）近日 ，新田县法院召
开全院干警大会， 专题部署县
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反馈问题的
整改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落
实县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县法院
党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围
绕问题整改清单向各内设机构
进行了交办。

会议强调， 县委巡察是对
全院各项工作的政治体检和全
方位把脉会诊， 落实巡察整改
意见是加强新田法院党的建

设、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
实践， 要求全院干警要深化认
识，全盘认领巡察反馈意见；立
行立改， 切实增强整改行动自
觉；强化引领，巩固拓展整改成
果。 把巡察整改与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审判执行工作、规范权
力运行有机结合起来，补短板、
强弱项， 将巡察结果运用提升
到长效机制建设中， 推动新田
法院工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
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
贡献更大的司法力量。

零陵区召开社会治理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通讯员 何裕明）3 月 3 日，零陵

区召开社会治理工作调度会，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唐会国出席会议。他表示，要紧紧围绕
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高站位、强举措，一
体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
系建设两个“国字号”品牌创建工作，全面提
高零陵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会议听取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建七
个专项组、乡村治理办前阶段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梳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下步工作进
行全面谋划部署。

唐会国要求，全区各乡镇（街道）、单位要
按照 “首试必成 、走在前列 ”的要求 ，不折不

扣、保质保量抓好落实。 要打造特色亮点。 除
打造好“三大特色”工作外，还要继续在深挖
特色亮点上下功夫， 特别是在打造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红色文化（物业小区）、群众自治社
会组织、末端感知系统建设等方面下狠劲，形
成一批具有零陵特色的工作亮点， 总结一批
具有零陵特色的经验做法。要强化问题整改。
坚持问题导向、责任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认真对标对表工作指引，对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市创建办交办的问题，务必逐个、逐项
抓好整改。要开展督导考核。把创建工作纳入
区委、区政府督导范围，实行常态化调度和督
导。

会议现场。

本报讯 （通讯员 呼延松）3
月 8 日， 江永县法院组织 20 余
名女干警赴潇浦镇允山敬老院，
开展“敬老献爱心 巾帼展风采”
暨“学雷锋 、践初心 、树新风 ”志
愿服务活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一到敬老院，巾帼志愿者微
笑着和老人们打招呼，将精心准
备的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搬下
车 ，随后拿起自备的工具 ，两人
一组、 三人一队有序清扫垃圾，

打理出一个干净整洁的院落。 老
人们坐在长椅上和巾帼志愿者
聊天，巾帼志愿者亲切询问老人
们的身体、饮食起居等各方面情
况 ，倾听他们的家长里短 ，并嘱
咐老人保重身体。

江永法院一改过去的组织
方式 ，创新活动载体 ，将庆 “三
八” 活动和学雷锋活动相结合，
走进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让广大女干警度过了一个充实
愉快又富有意义的节日。

法院院长为全院干警上专题党课

新田法院巡察整改动真格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红艳
何彦慧） “所谓忠诚老实，就是
要襟怀坦白， 光明磊落， 忠于
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在政
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为进一步
坚定党员理想信念 ，3 月 3 日 ，
新田县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黄
志岗为全院干警上了一堂专题
党课， 开启了春节后党课第一
讲。

党课从 “什么样的干部靠
得住、如何提高政治能力、如何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 ”等
方面，结合具体事迹，深入浅出
地阐述了“老实人”与“老好人”
的区别， 并详细讲述了如何做
政治上坚定忠诚的老实人 、工
作中踏实苦干的老实人、 作风
上求真务实的老实人、 生活中
诚实守信的老实人。

与会干警纷纷表示， 此次
专题党课主题深刻、内容充实、
催人奋进，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和指导性，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认真贯彻落实。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宏扬 ）3 月 5 日下
午，宁远县组织召开全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动员部署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省、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对全县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进行动员部署。 县委书记、县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肖质彬出
席并作动员讲话。县领导陈李勇、陈海平、袁
春芬、吕新陵、周辉、刘欣出席会议。 会议由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曾海波主持。 县政法
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联络员参加
会议。

肖质彬要求，要全面对标对表 ，深入贯
彻全国、省、市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四个
目标”“四项任务”“三个环节”“三项策略”；
要坚持把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教
育整顿全过程，强化组织领导 ，压实主体责
任，坚持“严”字当头，确保政法队伍教育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全力推动全县政法队伍
建设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象、创造新业绩，
为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
心的政法铁军，为全面落实 “五区两城 ”工
作部署 、 建设现代化新宁远贡献更大力
量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

宁远召开全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
确保教育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女干警开展志愿服务庆祝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