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窗十余载，日夜皆奋战，昨（7）日，2018 年高考到来。
今年，我市普通高考报考人数约 2.2 万人，共设 5个考区，14
个标准化考点，688个考场，21个考生食宿点。

在考点外，有无数的家长和老师顶着炎炎烈日守候在考
场外，以自己的方式陪伴孩子度过这人生中的关键时刻，构成
了考场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

一名老师手臂上贴了 44 张加油贴纸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 同学们相互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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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万象

本报讯 近日，我市在安居区聚

贤镇石板凳村举行“毒宣传进农民夜

校”活动启动仪式，以农民夜校这种

特殊的方式，推进禁毒宣传进农村，

实现禁毒宣传的全覆盖，从根本上预

防毒品问题的滋生。活动还确定了

安居区聚贤镇石板凳村农民夜校、大

英县象山镇冯家楼村农民夜校、经开

区新桥镇农民夜校 3 所“农民夜校”

为禁毒宣传进农民夜校联系点。

据介绍，农村禁毒工作是禁毒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禁毒宣传进

农民夜校活动，主要是利用晚上、农

闲等时间宣传禁毒工作方针政策，普

及禁毒法律法规，认识毒品及危害，

共同构筑全社会群防群控的禁毒工

作格局。启动仪式上还开展了禁毒

文艺表演，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戒员现

身说法，安居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相

关负责人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

主题进行了禁毒知识宣讲。

（杨树林）

本报讯 为进一步压实基层法院

院长“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的主体责任，6 月 5 日，市中级

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决胜执行难

“院长大比武”竞赛，5 名基层法院院

长上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大

英县人民法院获优秀奖，射洪县人

民法院、蓬溪县人民法院获优秀组

织奖，大英县人民法院院长邓刚获先

进个人称号。

“晒成绩”来比拼
针对薄弱环节现场作答

“今年 1-5 月，船山区人民法院共

受理执行案件 2708件，涉案标的 16.3亿

元，结案 1363件，结案标的 1.7亿元。”

“今年 1-5 月，射洪县人民法院共

执 结 案 件 367 件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6533.95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63.84%和

18.04%。”

“今年以来，安居区人民法院狠

抓制度建设、案件质量、执行规范、后

勤保障和特色创新，实现执行案件数

量、质量双提升。”

……

在竞赛活动现场，全市 5 名基层

法院院长按照抽签顺序依次登台，通

“晒成绩”的方式，现场向评委和参会

人员汇报了今年 1-5 月该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履职情况。每一位基层法院

院长汇报完毕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杨诚结合全市“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要求、最终目标和各院存在的薄弱

环节进行了提问，各基层法院院长在

指定时间内完成作答。

“一把手”做表率
正视问题短板聚力攻坚

竞赛活动分为各基层法院自查

自评评分、书面报告评分、现场汇报

和答问评分、1-5 月执行案件质效考

核评分、执行综合管理考核评分 5 个

部分，并由 13 名评委组成的评委会现

场进行打分。

经过激烈比拼，大英县人民法院

获优秀奖、大英县人民法院院长邓刚
获先进个人称号，射洪县人民法院、
蓬溪县人民法院获优秀组织奖，并现
场进行颁奖。

据悉，2016 年以来，全市两级法
院通过不懈努力，基本解决执行难取
得阶段性成效。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杨诚表示，“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人

民法院必须打赢的一场“莫斯科保卫

战”，要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的

工作思路。通过现场竞赛来看，各基

层法院院长不仅对执行工作的底数

很清，而且对问题短板也没有敷衍塞

责，对下一步工作举措也是思路清

晰，发挥出了“一把手”应有的表率作

用。目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

决胜阶段，全市法院务必要做到工作

再聚焦、再发力，以决战决胜的精神

状态和敢打必胜的信心决心，坚决如

期打赢这场硬仗。 (杨树林)

为解决基层法治人才的问题，船

山区探索创新“法律顾问+公益法治

顾问”组团服务新模式，充分利用公

职队伍中法治人才资源，组成“法律

顾问 +公益法治顾问”服务团队，通

过分组打包的形式下派基层村、社区

开展法治顾问组团服务，并在永兴镇

开展试点工作。

开展试点工作
探索基层法治建设经验

4 月 17 日，船山区法治顾问组团

服务”启动仪式在船山区永兴镇明镜

村举行，船山区依法治区办整合下派

7 名通过司法考试（含律考）取得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机关事业干部和

永兴镇现有聘请的法律顾问，组成

“法律顾问 +公益法治顾问”服务团

队，到永兴镇明镜村开展法治顾问组

团服务。

“买房子遭遇到一方两卖，交付

了首付，但无购房合同，仅有收条一

张，该如何维权呢？”“多次遭受婆婆

殴打，村两委多次走访协调，但其仍

不听劝告，我该怎么办？”……活动现

场，法治顾问为现场村民提供法律咨

询，并开展了法治讲座，通过案例就

子女赡养问题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

为更好地推广“法律顾问+公益

法治顾问”组团服务工作，船山区选

择在永兴镇先行试点。为此，永兴镇

先后召开工作推进会，提前对全镇需

要法律咨询、援助、以及村、社区治

理上的难题进行了摸底排查，并将 7
名公益法治顾问分片进行责任区划

分。截至目前，公益法治顾问已经开

展了两次组团服务。

总结试点经验
逐步对全区实现全覆盖

在永兴镇开展试点只是船山区

探索“法律顾问 +公益法治顾问”组

团服务工作的第一步，船山依法治区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除永兴镇下派的

7 名公益法治顾问外，今年船山区还

整合了 69 名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

资格证书的机关事业干部和聘请的

法律顾问组成“法律顾问+公益法治

顾问”服务团队，目前所有的公益法

治顾问已经分好组。船山区将总结

永兴镇试点经验，结合实际需求完善

相关方案，逐步实现全区全覆盖。

船山区依法治区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法律顾问+公益法治顾问”主

要 职 责 是 为 镇 党 委 、政 府 和 村（社

区）提供决策依据；为基层治理提供
法律意见；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
律援助，接受村（居）委会推荐参与
涉及本村（社区）的诉讼活动；开展
法治宣传，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树立
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依法办事、依
法维权；参与人民调解工作。船山区
依法治区办会同司法局，负责法治顾
问团组团的统筹协调和日常管理工
作，将法治顾问聘请工作纳入依法行
政工作考核内容并加强日常工作督

查，奖优汰劣。 （杨树林）

本报讯 6 月 4 日，在大英县人民

检察院干警的监督下，涉嫌非法捕捞

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陈某将自购的

816 余尾鱼苗投放到郪江进行增殖

放流。这是大英县检察系统办理的

全市首起增殖放流生态补偿案。据

介绍，今年 3 月，大英县人民检察院

侦查监督科通过全省“两法衔接”平

台，查办了一起禁渔期在禁渔区内使

用禁用的工具或者禁用的方法捕捞

鲤鱼、鲫鱼等品种的案件，要求犯罪

嫌疑人增值放流修复生态。

据介绍，今年 3 月 12 日晚上 12
时左右，大英县蓬莱镇余粮村村民陈

某某和陈某驾驶船只使用自制电鱼

工具在郪江河琵琶湾、红虎建材厂河

段使用电击方法非法捕鱼。次日凌

晨 6 时 10 分，大英县农业局执法人员

巡查到蓬莱镇梨子坝砂石码头段时

发现并现场将陈某、陈某某两人挡

获。3 月 21 日，大英县检察院向该县

农业局发出《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函》，建议将该案移送大英县公安局

立案查处，大英县公安局于 3 月 27 日

立案侦查。在公安局机关侦查过程

中，大英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多次与

农业局进行联系沟通，建议农业局要

求犯罪嫌疑人对生态进行修复。

6 月 4 日，大英县人民检察院召

集该县公安局办案部门负责人、农业

局渔政执法部门负责人在大英县蓬

莱镇梨子坝郪江河砂石码头段进行

增殖放流现场活动。两名犯罪嫌疑

人 陈 某 、陈 某 某 将 购 买 的 规 格 为

18cm--24cm 鱼苗 816 余尾、204 余斤，

价值 2000 余元的鲤鱼、鲫鱼等投放

到郪江中，大英县检察院检察官现场

对两名当事人进行了法律教育，讲解

了非法捕鱼的危害，两名当事人当场

表示以后一定吸取教训、遵纪守法，

保护生态环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过程中。 （杨树林 漆志明）

船山区探索推进基层法治建设新模式

创新“法律顾问+公益法治顾问”组团服务

大英办理全市首起增殖放流生态补偿案

院长“大比武”决胜“执行难”

安居区司法局构建便民
服务网络体系

让法律援助“不出村”

本报讯 记者从安居区司法局

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加速构建“不

出村”的便民法律援助服务网络体

系，全区三级法律援助服务网络体

系覆盖了全区 21 个乡镇、2 个街道

办事处和 1 和工业集中区以及 524
个村、社区。

据介绍，安居区建立区法律援

助指挥中心，在乡镇、街道办和工业

集中区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

和社区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点，全面

构建“不出村”服务网络体系，并进

一步简化“不出村”工作流程，全面

优化审批程序和提升服务质量。据

统计，今年起截至目前，以“农民工维

权讨薪”和“春风助老脱贫”专项法律

援助行动为契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66 场次，举行法治文艺演出 3 场次，举

办法制讲座 80余堂，受教育群众达 12
万余人次，共受理法律咨询 6300 余

人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478 件，办

结法律援助案件 398 件，已超额完成

全年民生工作任务。 （杨树林）

我市启动禁毒宣传进农民夜校活动

犯罪嫌疑人在检察干警监督下放生鱼苗

船山公安分局加强整治和巡防
确保高考期间治安稳定

本报讯 6 月 5 日晚，船山公安分局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治安集中整治行

动，切实维护考点考场、食宿点及周边治安秩

序。据统计，行动中，船山公安分局共出动警力

385 人次、车辆 83 台次 ;清查茶楼、歌舞娱乐场

所、旅馆、洗浴按摩、网吧等场所共计 106 家，出

租房屋 135 处；检查车辆 86 辆、盘查可疑人员

103 人。

据介绍，高考期间，船山区公安局将对考点

周边社会治安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对学生及家

长反映的网吧、游戏厅、歌城等场所开展集中清

查，加强对考点、对考生食宿点外围的巡逻防

控，协助交警疏导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护航考生

高考。 （杨树林）

街道、城管、社区联手拉开
“迎接高考全面禁噪”专项行动

本报讯 6 日，记者了解到，自 6 月 1 日起，经

开区九莲街道办事处牵头，与城管执法大队联

手，社区配合，在辖区拉开了“高考禁噪”专项

整治。

据介绍，此次集中整治的重点是校园、居

民区周边环境秩序。目前，联合行动共整改

出店、占道等违规行为 200 余起，劝止、处理户

外宣传、沿街高音揽客广告、广场舞等扰民问

题 50 余起。

“为了给莘莘学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

环境，我们还将校园、居民区进行划片，实行

网格化实名制盯守。”九莲街道城管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高考期间，城管执法部门还将增加

夜间施工扰民执法巡查频次，对发现的违法

行为高限处罚，保证辖区内各考点周边 500 米

范围无噪音。 （杨国安）

我市高考第一天

考场内千禧宝宝从容上阵
考场外老师家长默默守候

参考：
千禧宝宝从容上阵

7 朱早上 8 点 10 分，记者来到市城区介

福路考点，看到警戒线外早已挤满了前来送

行的家长，考生们在校门口接过班主任手中

的准考证后陆续进场。此时，看着进入考场

的学生，老师已没有了太多的言语，他们用

一个眼神、一丝微笑、一个点头鼓励考生们

勇敢前行。

8 点 30 分左右，一位女孩在父母的陪同

下，焦急地挤开人群奔向考场。“慢慢来，不

急！”父亲伸长了脖子边喊边跟着孩子。在

校门口，一位母亲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孩子的

考试文具等，拍着孩子的肩膀，微笑着说：

“没事的，都到今天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放松点。”孩子接过母亲手中的文具袋和毛

巾，坦然地回答：“放心，我已经作了充分的

准备。”随后便疾步走进考场。

通过记者观察，在很多人看来，高考是

个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刻。但昨天赴考的 00

后们大都从容赶考，外人很难看出他们的紧

张和不安，他们大都微笑着和家长道再见，

还有几个同学一起互相喊着加油。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考生告诉记者，高考对他来说

只是平时学习成果的检测，只要心态好，细

心一点，相信会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陪考：
陪伴是最温暖的告白

“平时陪孩子的时间很少，在这种关键

时刻，我希望让女儿能感受到爸爸对她的

爱，考试时间再长，我也会在考场外陪着

她。”7 日上午 11 点，遂宁一中考场外，市民

陈先生顶着烈日等待着自己的女儿。据介

绍，陈先生一直在深圳上班，由于工作比较

忙，每年只能回来一趟。但是今年女儿高

考，陈先生专门请了一周假，提前回家陪伴

女儿应考。

“女儿长大了，会体谅爸爸了。”在高升

实验小学考点外，市民刘先生一边擦拭眼角

的泪水，一边感叹女儿的懂事。据介绍，刘

先生的女儿是学校统一食宿，为了给女儿

加油，刘先生提前来到考场外等候。当接

送考生的公交车到达后，激动的女儿为了

感谢爸爸，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也正

是这个拥抱让平日严肃的父亲湿润了眼眶。

不止这两位父亲，记者看到在 7 日的高

考中，每个考点外都聚集了不少陪考的家

长。在考试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一直用期盼

的目光看着校门，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陪

伴是最温暖的告白”。

送考：
为学生送上最衷心的祝福

“8 点 45 分考生就不准进考场了，还有 7
分钟，怎么还没到啊？”7 日早上 8 点 38 分，

遂宁二中考点外，遂宁中学的宋老师心急火

燎，因为他的班上还有一名考生未到。“已经

打了几次电话催促，一直说在路上，还安慰

我让我不要着急，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

幸运的是，这名考生在 8 点 41 分及时到达了

考点，宋老师赶紧把准考证发给考生，虽然

自己已经心急火燎，但宋老师还一再叮嘱考

生“不要急、不要慌，慢慢答题。”

同样在遂宁二中考点，遂宁六中一名送

考老师手臂上的贴纸特别引人注目。据他介

绍，他班上一共有 44 名学生参加高考，所以他

手臂上也贴了 44 张贴纸为学生送去祝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对

送考的老师而言，每一名学生都倾注了无数

心血，而高考正是学生学完本领出师的时

候。正如一名送考的老师所说，老师将考生

送到考场时内心是很复杂的，有焦急、有担

忧、有不舍。但在考生在考场里为人生拼搏

的时候，作为老师，就是在考场外为他们送

上最衷心的祝福。

（全媒体记者 谭周胜 余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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