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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上门给廖某友送上司法救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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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江永县一中以
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辅
导、有效预防校园欺凌、增
强广大学生识毒防毒意识
等三个方面为中心， 在校
园内全面开展创建平安校
园的教育教学工作， 旨在
通过全方位的安全教育 ，
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安
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
构建平安校园， 推进素质
教育。

让心灵充满阳光
构建和谐校园， 让心

灵充满阳光。 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以来， 江永县
一中为学生提供心理帮助
和服务， 促进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 通过心理健康教
育，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心理健康意识， 培养乐观
向上的心理品质， 增强心
理调适能力， 提高学生应
对挫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帮助其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学校每周安排心理健康课，开
展心理教育主题班会，加强家校沟
通交流，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到
校给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
班团队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建立
健全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等，对学
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多方面的心理
健康辅导。着力对有心理困惑或心
理障碍的学生给予有效的心理辅
导 ，并做好记录及时跟进 ，帮助学
生尽快摆脱困扰。

开展防范校园欺凌活动
根据县教育局《关于深入开展

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工作
的通知 》精神 ，为防范校园欺凌事
件的发生 ，从 3 月中旬开始 ，江永
县一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范校
园欺凌活动，提高同学们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学校根据要求及时成立了相
应预防和处置校园欺凌事件的工
作领导小组， 包括应急领导小组、
现场防暴组、疏散引导组 、通讯联
络组、现场救护组，分别负责指挥、
协调和组织学校重大欺凌事件的
预防和处置工作。 同时，学校对参
与重大事件的学生，坚持可散不可
聚 、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
则，以教育疏导为主 ，力争把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或初始阶段。

筑牢校园禁毒安全墙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识毒、防

毒 、拒毒的意识 ，增强广大师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觉抵制毒品侵
袭的能力 ，近几个月以来 ，江永县
一中在校园内开展了多形式的禁
毒教育宣传活动，筑牢校园禁毒安
全墙。

各班级以 “健康人生 绿色无
毒”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 ，通过禁
毒知识问答学习测试、禁毒法律条
例宣讲等形式开展禁毒宣传，使学
生全面认识毒品的危害，学会预防
毒品的知识技能 ， 并加强家校沟
通， 帮助家长们掌握有关禁毒知
识。学校还利用校园多媒体教学工
具，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李道义

缅怀革命先烈 凝聚奋进力量
江永县交通运输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4 月 7 日上午，江永县交通运输局组
织机关和运管所 2 个支部 30 余名党员 、
入党积极分子，来到千家峒瑶族乡程义家
村三峰山战斗红军烈士纪念碑、刘家庄村
千家峒红色文化教育展馆，开展 “缅怀革
命先烈，凝聚奋进力量”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

三峰山战斗红军烈士纪念碑巍峨耸
立，青松翠柏庄严肃穆，在局党组书记潘
旺全带领下，全体人员在纪念碑前整齐列
队，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大家聆
听了对三峰山红军战斗的讲解后，全体党
员在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大家
下山到程义家村，在 3 座无名烈士墓前鞠
躬致敬，敬献鲜花。

在新农村建设榜样的刘家庄村，大家
进入千家峒红色文化教育展馆参观学习，
了解红军长征过江永的历程，以及江永县
革命烈士前辈的丰功伟绩，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

潘旺全表示，不忘革命先烈 ，传承红
色基因， 江永县交通运输局除配合民政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建设好三峰山战斗红
军烈士纪念碑外， 还将联合千家峒乡政府修

建好无名烈士墓，全部投资达 20 余万元。
廖湘凯

本报讯（通讯员 陆婷）近日，
当接到新田县检察院检察官送
来的司法救助款时，见义勇为的
廖某友深表欣慰。

原来， 新田县检察院清查已
办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故意
伤害、 交通肇事等案件时发现 ，
2015 年 10 月，因修路问题，罪犯
廖某军与同村的廖某忠发生口
角，进而发生打斗。 在打斗过程
中， 廖某军持刀将廖某忠刺伤 。
闻声赶来的廖某友见廖某军行
凶砍人 ，便上前阻止 ，并用双手
抱住廖某军，被廖某军砍伤左手
腕部。 经鉴定：廖某忠的伤评定
为重伤二级，廖某友的伤评定为

轻伤二级。 罪犯廖某军因犯故意
伤害罪， 于 2016 年 11 月被新田
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
月， 并须赔偿廖某友医药费等 7
万多元。

承办检察官经联系走访受害
人廖某友发现， 他并未得到任何
赔偿，全家因案致贫。发现这一情
况后， 检察官迅速向上级检察机
关汇报并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
序， 廖某友获得 3 万元司法救助
金。

据悉，新田县检察院积极主动
依职权开展国家司法救助 ，2020
年以来， 共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 9 件，发放救助金 23 万元。

“我们差点就上当受骗了，真
是谢谢你们， 给我们挽回了辛苦
钱。 ”4 月 6 日，新田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龙泉分局收到龙泉镇三里亭
村村民送来的一面印有 “消费维
权，为民解忧”的锦旗。 当天，三里
亭村 36名村民从该局工作人员手中
领回了被误导消费的 54940 元。

3 月 21 日， 一群外地人来到
三里亭村售卖棉被、床单、枕头等
床上用品。 他们连续 5 天在该村
以免费抽奖、 免费赠送物品等形
式，开展活动拉拢人气，并借机虚
假宣传商品的质量和功效， 诱导
村民购买。 “他们讲睡不着觉的，
盖这个被子就睡得着了， 我就信

以为真了。 ”此次被误导消费的村
民全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消费
金额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接到群众举报后， 新田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 消费者委员会联
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上述人员
的虚假销售行为， 扣押并退还了
非法牟利金额， 及时为村民挽回
了损失。

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老年人一定要认真辨识，不
要盲目参与促销活动， 不要大额
消费，提高自身防范受骗意识；当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 请拨打
12315 和 12345 举报进行维权。

黄新

党员在千家峒红色教育展馆参观学习。

见义勇为者获得司法救助金

为 36名村民挽回 5万余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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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村民送锦旗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