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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

德珍 通讯员 贺上升 康岂衔）
5月19日，隆回县人民法院金石桥
法庭庭长邓苏勇到该院驻金石桥交
警中队诉源治理工作站，通过“人民
调解+司法确认”的方式，成功化解
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当
天，肇事司机就按照调解协议将赔
偿款全部支付给了受害方。

近年来，隆回县发生的一些
交通事故，有的涉及刑事附带民
事赔偿，处理难度大，而且个别事
故的赔偿问题即使法院判决后执
行也未能落实。面对这一现实，
今年，金石桥法庭建立交通事故
纠纷诉源治理机制，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将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及
其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化解在诉

前，努力实现让当事人不打官司
获赔偿。

隆回县人民法院驻金石桥交
警中队诉源治理工作站于今年1
月挂牌试运行。作为金石桥法庭
参与本辖区交通事故诉源治理的
工作平台，该工作站由法庭庭长
牵头诉调对接与指导调解，交警
队、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单
位共同配合，抽调业务素质高、调
解经验丰富的人员成立诉前调解
工作室，又邀请法律服务所的两
名法律工作者发挥法律服务优
势，参与诉前调解工作，增强了事
故纠纷调解能力，使诉前调解成
功率大大提升。至今，该工作站
已诉前调解交通事故纠纷9起，赔
偿款都按照协议约定兑现到位。

隆回县人民法院金石桥法庭创新推出
“零距离”司法调解机制

诉 源 治 理 解 民 难

在《邵阳日报》的“青少年文艺”栏目
和“古韵轩”栏目，常见到一个熟悉的名
字——宋阳玲。宋阳玲是来自城步苗乡
的一名乡村教师，她辅导学生发表的作
品除了散文、诗歌外，还有古体诗词。
2020年7月15日，城步电视台一则新闻
报道《城步三中赧水文学社：让诗韵之花
绽放校园》，报道的正是以宋阳玲为代表
的文学社辅导老师在校园倾情浇灌“诗
韵之花”的故事。

宋阳玲1996年毕业于邵阳师专中文
教育专业，此后一直躬耕在苗乡农村教
育的第一线。2016年，城步诗词协会成
立，从事古韵诗词创作已近30年的同校

教师吴本忠邀请宋阳玲加入学习，从此，
她便走上诗词创作之路。

2017年，宋阳玲加入潇湘散曲雪峰分
社学习创作散曲。在散曲创作的过程中，
她深感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若不传承太可
惜。她与几位同伴试着寻找传统文化进校
园的一个切入点：诗词创作进校园。

2018年，宋阳玲与吴本忠老师在城
步西岩镇中学的校园文学社——赧水
文学社组建诗词兴趣小组，实施诗教，
从简单的诗词常识教起，教孩子们学写
绝句。经过2年的诗词创作教学，这株
苗乡校园的“诗韵之花”愈绽愈妍，共有
100 多首学生诗词在《中华诗词》《湖南

诗词》等报刊杂志发表。2019 年，该校
组织 24 名学生参加全国“中华经典诵
读工程”中的诗文创作大赛，一举夺得
一等奖2个、三等奖1个、优秀奖1个。

在带领孩子们飞向诗词王国的同
时，宋阳玲也在成长。她的诗词尤其是
散曲作品在《中华诗词》《中华散曲》等十
几家报刊杂志发表，偶尔在各级诗词创
作大赛获奖。她也先后获得“邵阳市最
可爱乡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
称号。

如今，宋阳玲调入城步二中，组织筹
建枫岭文学社，继续践行诗词创作教
学。诗教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生活除
了眼前的学习，还有诗和远方。在传承
祖国传统文化的这条路上，宋阳玲与同
伴走得很坚定，她深信这诗意之花定会
在孩子们的心中开枝散叶。

宋阳玲：扎根苗乡教坛 心怀诗和远方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唐芳艳 唐春林） 5月
25日，绥宁县黄土矿镇唐家村
村民向树善的油菜地里，该镇
30 余名党员干部正忙着抢收
油菜。

当下正值油菜收割季，由
于连续阴雨，向树善种植的
100 亩油菜，还有 40 余亩无法
按时抢收回家，有的已经在地
里发了芽。好不容易碰上个好
天气，又苦于一时找不到帮手，
心急如焚的他不知如何是好。
唐家村村“两委”得知这一情况
后，立即组织村民帮助抢收，并
向黄土矿镇政府求援。该镇迅

速组织 30 余名党员干部帮助
向树善抢收油菜，帮他挽回了
不少损失。

4月以来，黄土矿镇党委、
政府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在
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该镇党员干
部积极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
实际诉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认
真分析讨论，并进行实地考察，
集中力量为群众解忧，共为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20余个。

绥宁县黄土矿镇：
党员抢收油菜 助民挽回损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员 申军威 邹银鑫 邓佳）

“以前常有学生放学后在厂里玩
耍，很不安全。现在废旧厂房拆
除了，太好了！”5月15日，北塔区
陈家桥乡贺井村双树学校附近
的群众高兴地说。

陈家桥乡坚持贯彻落实安
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
求，党政领导班子带队，持续加
大力量实施全区域、全行业、全
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按
照“发现一起，整改一起”的原
则，确保及时处置安全隐患。

该乡经过连日排查走访，

发现双树学校旁的泡沫厂年久
失修，且厂内存放大量废旧泡
沫、砖块及生锈管柱等，有的学
生放学后常在泡沫厂内逗留玩
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经调
查后，确认该厂房属于废旧厂
房，该乡立即安排相关人员于
5 月 14 日对废旧厂房进行拆
除。

为避免在拆除过程中发生
事故，该乡组织专业拆除人员
和专门车辆进行作业，并在拆
除现场设立了警示牌和警戒
线。当天，拆除面积达15亩的
厂房全部拆除并清理到位。

北塔区陈家桥乡：
拆除废旧厂房 消除安全隐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王婧 罗
亮红） “今天你去卫生院
接种疫苗了吗？”“去了，村
里安排车子统一接我们去
的。”5月25日，在新邵县新
田铺镇街头，两位相熟的居
民一见面，便聊起当下最热
门的疫苗接种话题。

为确保辖区内大规模
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工
作有序、高效、安全开展，新
田铺镇党委、政府以“三心”
服务全力推进疫苗接种，筑
起科学防控堡垒。

耐心发动。新田铺镇
党委政府利用“村村响”广
播，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反
复播放宣传音频，各村在院
落、人口聚集处张贴醒目标
语，让每个村民明确接种疫
苗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在
各村微信群、新田铺资讯公
众号公布最新疫情防控和
疫苗接种信息，从专业的角
度消除村民的顾虑，正面引
导村民积极接种。通过多
方宣传和耐心发动，群众接
种意愿不断增强，纷纷主动

要求早日接种疫苗。
精心组织。为提高接

种效率，维护接种秩序，该
镇党委政府精心组织、周密
安排，在镇卫生院一楼设置
专区供村民排队等候、签署
知情同意书、核实健康状
况，在五楼设置 7 个接种
台，安排 45 名业务娴熟的
医护人员开展疫苗接种工
作。根据前期对常住人口
的摸底，该镇科学分配接种
任务，在接种时间安排上，
实行分片分村排班接种
制。为解决接种群众出门
难题，村里租赁中巴车进村
入院接送村民，真正做到便
利百姓。

悉心陪护。村民接种完
疫苗，医护人员在接种单上
备注接种时间，将群众引导
至留观室观察30分钟。期
间，专业医护人员细心交待
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由
留观医生确认观察时间结束
并盖章后，村民方可离开。

截至5月25日，该镇累
计完成疫苗接种 9230 剂
次。

新邵县：
耐心精心悉心推进疫苗接种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曾 书 雁 通 讯 员 谢 磊
李桥） 5月28日，在邵东市
体育馆内的新冠病毒疫苗
方舱接种点，4000多名市民
正在有序接种疫苗。

邵东是人口大市，也是
民营经济大市，流动人口
多，疫情防控压力大。根据
上级要求，邵东需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 36.32 万人的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在2021年12
月30日前完成72.36万人的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年底实
现常住人口实际接种率达
77.6%以上，初步建立人群免
疫屏障。

截至 5 月 29 日，邵东市
共 接 收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265690剂，共接种263937剂
次，出现轻微异常反应 31
例，均实行一人一专班，落
实有效处置和跟踪回访。

邵东市疫苗接种工作
能够有序进行，得益于邵东
市委、市政府的科学谋划。
该市主要领导多次参与调
度，并要求加强宣传动员，
聚焦重点人群，安全有序推

进疫苗接种工作。按照部门
联动、属地管理的原则，邵
东成立了卫健、医保、财政
等部门参与的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专班，并全面推
行市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
部包村（社区）、村（社区）干
部包组、组长（党员）包对象
的四级网格分片包干责任
体系，层层压实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责任。

针对不同人群，邵东分
三批次分别组织接种。2020
年12月至2021年3月，该市
主要完成职业暴露风险较高
的人群接种；2021年4月至6
月，主要完成18至59周岁人
群接种；2021年7月起，将开
启重症高风险人群接种，并
在此基础上完成其他有意愿
的人群接种。

为确保邵东市民能够如
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邵东市
斥资50万元，于5月中旬在邵
东市体育馆内建成了一座临
时性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方舱。
据邵东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到方舱接种疫苗的市
民平均每天达5000人。

邵东市：
有力有序有效构筑免疫屏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
讯员 胡晓建 黄明利） 5月26日，
大祥区罗市镇退役老兵银建军的家属
来到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感谢该局
工作人员认真核对、多方查证档案资
料，积极为银建军办理残疾评定事项，
让他按照政策享受相应的待遇。

大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自组建以
来，全面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就业
安置、服务保障、权益维护等各项工
作，紧紧围绕“用心、用情、用力”的总
要求，高质量、高标准做好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

在提高站位上用心。大祥区成立

了以区委书记为组长的区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以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14个乡镇（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为代表的15支退役军人志愿者
服务队，并发展实名制退役军人志愿者
960名，积极发动他们参与疫情防控、创
文等志愿服务活动。

在搭建平台上用情。大祥区按
照“五有”标准，财政投入 220 万元，
在板桥乡、百春园街道等地高标准、
规范化建设一批示范性退役军人服
务站，实现了区、14个乡镇（街道）、98
个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
全覆盖。近两年来，累计接待服务退

役军人 3260 人次，解答法律问题 285
个，化解纠纷36起。

在务求实效上用力。大祥区加大
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培育孵化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能手，并扶持现有的退役
军人企业和拥军企业做大做强。该区
参与我市组织的多场“退役军人和军
人家属专场招聘会”，推荐达成就业意
向 210 人次，定向帮扶就业 9 人，开发
公益性岗位19个。同时，常态化联系
退役军人，实现精准帮扶解困。近两
年来，全区累计发放困难援助资金320
万元，累计帮扶家庭困难退役军人
1871人次。

大祥区：用心用情用力服务退役军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员 黄思慧） 5月21日上
午，双清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前往姚喆故居、姚喆中学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学史崇德”专题学习暨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1年第5
次集体（扩大）学习，实地感悟姚喆
将军不懈奋斗、清正廉洁的精神品
质，汲取奋进力量。

在姚喆故居、姚喆精神宣传
展示墙和姚喆将军纪念馆，一幅
幅生动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
的文物、一页页详实的文史资料，
真实详尽地还原了姚喆将军的光

辉历程与丰功伟绩。双清区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参观，仔
细聆听老一辈革命家的感人事
迹。在姚喆中学党员活动室，双
清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向姚喆中
学赠送了有关姚喆将军事迹的书
籍，并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在
学习研讨会上，大家围绕学史崇
德主题，结合学习篇目和工作实
际，进行热烈的讨论交流。

“打卡”将军故居 汲取奋进力量

5月28日，隆回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检察开放日
活动，邀请该县第九中学师生代表“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让师生们在观
摩庭审、参观检务公开大厅、聆听案例讲解中接受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马梦娜 周巧娟 摄影报道

5 月 25 日，新宁县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在邵阳快警新宁县 1 号

平台举办“警民零距离、携手建

和谐”警营开放日活动。当日，

巡特警和快警进行了队列动作、

防刀捕俘等演练。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汤伟志 摄影报道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