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厚雄回应村民代表建议。

本报讯（通讯员 尹志红）4 月 14 日
晚，炎陵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唐厚
雄走访沔渡镇中洞村，开展“网格走亲”，
主持召开 “屋场会”，就检察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征求意见建
议。

在中洞村半径组村民肖陈生家中 ，
唐厚雄和 17 位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围聚
一堂，认真仔细听取大家意见建议。村民
代表认为，近年来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大大增强，希望通过检察队伍
教育整顿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提升法律
监督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特别要加
大对工程建设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 ，为
老百姓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急难愁盼”
的问题。

唐厚雄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检察
机关开展队伍教育整顿取得的初步成
效， 对村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一一进
行回应。

他表示，炎陵是一方红色热土，是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永不
磨灭的革命足迹。 炎陵为中国革命胜利
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 ，2 万多优秀炎陵
儿女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革
命老区永远是检察机关的根， 为老区人
民当好美好生活的法律守护者， 是检察

机关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聚焦打造“移动

的检察院 ”，零距离服务人民群众 ；建立
涉民营企业案件审慎办理机制， 准确把
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
司法理念； 常态化落实扫黑除恶办案机
制、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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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冯田）4 月 14 日，茶
陵县检察院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暨“学史增信”专题学习研讨会 ，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徐卫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院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参会。

会议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就学习的

内容进行了互动交流、专题研讨。
徐卫刚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到“学史增信”的重要意义 ，坚定信
心；要抓住核心要义，准确理解“学史增
信”的目标任务，不断提高检察业务能力
推动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检察工作再创

新高的强大动力；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高人民群众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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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网联动”为群众办实事 4 月 9
日下午，醴陵市检察院党组成员王剑与
该院法警大队队长罗凌翔等人，在当地
网格员协同下 ， 先后到各自联点的书
院 社 区 、财 源 塔 社 区 、五 石 村 ，开 展
“警 民同 心 ，网 格走亲 ”我为群众办实
事大走访活动。

王剑等人与驻地网格化管理中心
网格员先后共同走访了所在辖区人流
量较大的商店和村民家中。 每到一处，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口头以案释法向当
地村民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在财源塔社
区，检察官们还与当地网格员一起上门
帮助当地一名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的老
人办理了养老年审认证工作，受到了当
地群众的好评。

今年以来，醴陵市检察院组织全院

干警对醴陵市境内 22 个乡镇（街道）、示
范区的 33 个村（居）委会与所在辖区网
格员一起进行联动走访 ， 共走访群众
100 余户 、辖区内机关 、学校 、企事业单
位等 40 余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 余
份，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50 余条，为民办
实事 60 余件次。

通讯员 罗凌翔

炎陵县举办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
育师资培训班 4 月 9 日，炎陵县检察院
邀请株洲市“花季天使”志愿服务队，在
县教育局举办中小学“预防性侵教育师
资培训班”，通过培训在校教师，再由教
师回校开展经常性的预防未成年学生
性侵讲座，旨在为炎陵培训一支不走的
未成年人维权队伍 。 在炎陵县教育局

的大力支持下 ， 全县 32 所中小学校
长 、政教处主任 、女生辅导员 和城 区
学校健康教师 ，以及局机关部分干部
共计 11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班 。

本次培训的学员以未成年学生的身
份参与听课 ，培训讲师以 《保护我们的
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容侵犯》为主题，
通过互动、体验、浸入和情景模拟，就未
成年学生需要保护的隐私部位有哪些、
如何预防性侵害 、 受到伤害后如何处
理、如何依法保护自己的技巧等实务进
行了教授。 7 名参训教师以情景模拟的
形式进行了现场试讲。

参训教师踊跃加入志愿服务团队 ，
自此，株洲市“花季天使”志愿服务队炎
陵分队正式成立。

通讯员 尹志红

天元法院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蔡澄 刘昀）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 6 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 为进一步推动总
体国家安全观在青少年心中落地
生根， 株洲市天元区法院积极开
展普法宣传，送法进校园。

受聘担任株洲市第二中学法
制副校长的刘祥宇与法院干警一
起 ，来到该市第二中学开展 “国
家安全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执
行局政委刘昀为二中的学生讲授
了一堂精彩的国家安全法制教育
课。

大家结合近年来相关国内安
全事件实例与以案释法， 帮助学
生们了解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
系， 认清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严
重性， 教育引导他们怎样维护国
家安全。

宣讲结束后， 同学们纷纷表
示， 自觉抵制危害国家安全的言
论、行为 ，增强斗争意识 ，争当保
护国家安全的卫士。

本报讯（通讯员 沈蓓）近日，满头白
发的周某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株洲市
荷塘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远程探视
室，通过视频远程探视了其在岳阳某监
狱服刑的儿子。 周某因中风行动不便，
已经有 5 年多没有见到儿子了。

“爸爸，您老了好多呀，对不起、对不

起……以前是我不懂事，让您操心了，请
您原谅我，我在里面一定好好改造，争取
减刑，出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好好孝敬
你们。 ”

“孩子，你只要知道错就好，你放心，
家里都好。 ”

短短 30 分钟的视频会见，架起了高

墙内外亲情帮教连心桥。
自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来，株

洲市司法局积极解决服刑人员亲属因为时
间、身体、经济、疫情等原因导致的探视难问
题，实现全市 10 个县 （市、区 ）远程视频
探视全覆盖， 在省内监狱服刑人员亲属可
以就近到司法局申请进行远程视频探视 。

本报讯 (通讯员 罗丽芳 )
“谢谢法官，你们真是为农民工
做了一件大实事、大好事。 ”在
执行现场， 白某激动地向执行
法官说。

4 月 14 日， 经过执行干警
的不懈努力， 株洲市芦淞区法
院迅速执结一起涉及农民工工
资执行案， 为农民工追回拖欠
工资 6300 元 ， 温暖了人心，守
住了公心。

“法官 ，这 6000 多块钱 ，够
我家好几个月的开支呢， 你一
定要帮帮我。 ”近期，白某向法
院申请执行某洗水服装工厂劳
动争议执行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白某是来自河
北的农民工， 是家里唯一的劳
动力，妻子多年瘫痪无法行走，
家里有两个小孩，一个读高中，
一个刚上小学。

通过 网 络 查控 和 传 统 查
控， 该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财
产， 执行法官将这一情况告诉
白某， 看到白某当时马上黯淡
的表情， 执行干警心里五味杂
陈。

4 月 14 日清早， 白某打来
电话，称看到了该公司法人。 接
到电话后， 执行干警马上组织
警力火速前往， 将被执行人逮
个正着。

拿到钱后， 申请人白某告
诉执行干警：“去年我基本没回
家，我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嘛， 多挣点家里也就没那么紧
张。 我现在有两个小孩，我生活
也挺幸福的。 ”申请执行人憨憨
地笑了笑。

芦淞法院执结一起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茶陵检察院召开“学史增信”学习研讨会

“屋场夜话”问计于民
共叙检民鱼水深情

株洲市司法局用心搭建高墙内外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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