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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集 锦

甘孜日报讯 日前，由九龙县
委依法治县办牵头，县委宣传部、
县司法局和县普法办配合，组成3
个自查验收工作组，对全县16个
乡（镇）、60个部门（单位）落实“七
五”普法规划情况进行了验收。

验收工作组以该县“七五”普
法规划和县人大常委会作出的
决议为依据，对照《九龙县法治
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考核
评估指标体系》，采取实地察看、
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形式，围
绕“七五”普法组织领导和工作
保障、重点内容宣传、重点对象
学法、谁执法谁普法、法治文化
建设、深化依法治理等进行了检

查。检查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和不足，现场要求涉及乡（镇）
和部门（单位）要及时按照反馈
意见限时做好整改。

该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自查验收工作通过进一
步总结经验、查漏补缺，锤炼和打
造具有九龙特色的普法宣传品牌，
再一次在县域内掀起了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新高潮，扩大了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
确保了各乡（镇）和部门（单位）以
良好的状态迎接省、州“七五”普法
终期检查验收，为科学谋划“八五”
普法规划奠定了基础。

县司法局

九龙县

完成“七五”普法
自查验收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气象局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
题学习活动，引导全局干部职工
学习民法典。

该局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会议上，组织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以及《充分认识颁布实
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
障人民合法权益》等内容；局青
年理论学习小组结合“民法典与
生活同行”普法宣传资料，围绕
民法典的编纂历程、基本内容、
重要意义等内容进行学习，同时
组织学员参加了“中国普法”微

信公众号上的民法典有奖竞答
活动，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学习积
极性；利用办公楼宣传大屏滚动
播放《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
特色和时代特色》《关于民法典
的几个主要问题》《民法典与社
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等
民法典公开课。与此同时，组织
力量对《甘孜藏族自治州气象条
例》与民法典精神、原则和规定
等内容是否冲突开展专项清理，
并向单位聘用的法律顾问开展
相关法律咨询。经清理，《气象条
例》与民法典无冲突之处。

刘肖雪

州气象局

开展民法典专题学习

丹巴县

“微党校”成为
乡村干部“加油站”

甘孜日报讯 8月13日，记者
从丹巴县墨尔多山镇党委政府获
悉，经过近两周的筹备，该镇成功
举办了 2020 年首期“微党校”基
层党建责任制落实能力提升培
训。镇域内 17 个村党支部书记、
负责党建的村三员和全体在镇干
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加强乡村干部
理论知识学习，提高乡村工作效
率，通过运用理论所学，更好带班
子、建组织、强队伍、抓发展、保稳
定，从而进一步建强村“两委”班
子，全面提高村级组织工作能力。

培训期间，参训人员就加强新
时代镇村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新时
代发展党员和管理工作、推广实用
林果产业发展和技术管理、加强村
级财务及项目资金管理、加快推进
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新时代

农村党建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课程进行深
入学习。培训结业典礼上，参训学
员领取了结业证书，学员代表依次
分享了本次培训心得。

“微党校”自开班以来，成功
举办了 4 期专题培训，总课程达
48堂，受训学员168人。如今，“微
党校”已成为墨尔多山镇强化乡
村干部党性修养、提升个人能力
的重要媒介。

与此同时，墨尔多山镇“微党
校”的开办得到了该县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更得到了州委党校
的肯定与关心。今年5月26日，州
委党校确定该镇为我州基层党建
现场教学基地，这也是州委党校
在全州范围内的首个基层党建现
场教学基地。

记者 兰色拉姆

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 主办

【案例】家庭关系不睦酒后
竟放火烧山？法院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并承担生态修复义务。

案情：
2020年2月16日，被告人

王某某因与家人长期关系不
和，为了引起家人的关心关注，
购买 7 个打火机和 1 瓶泸州老
窖白酒，在喝了部分白酒后用
打火机点燃丹巴县西河桥加油
站上方 300 米处的三处干草，
导致火势蔓延到山上，造成山
林被烧毁。经鉴定，过火面积为
34.2851 公顷，林木资源损失
223488 元。同时，由于王某某
的放火烧毁山林行为破坏了生
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丹巴县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
的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王某某依法在丹巴
县补植复绿基地内补种树木岷
江柏5142株。

丹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王某某无视国家法
律，为了引起家人的关心关注，
故意放火烧山，其行为已构成
放火罪，考虑到王某某明知他
人报警后，在现场等候公安机
关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

罪认罚，在放火时的行为被评
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家属
主动代为进行生态修复，依法
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同时，判决其在丹
巴县补植复绿基地补种树木
5142 株，并承担三年管护责
任，确保存活率达85%以上。

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某当
庭表示认罪服判，其家属已于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主动到
位于丹巴县的章谷镇白呷山补
植 复 绿 基 地 内 补 种 岷 江 柏
5142株。

法官点评：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被告人胡某无视国法，为
一己之私故意放火引起森林火
灾，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法院践行生态修
复理念，依法打击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的同时，要求被告人对
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取
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通过此案，法官想警醒广大
群众，保护森林资源、维护公共
安全，人人均有责，希望广大群
众汲取教训，野外谨慎用火，防
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丹巴县人民法院供稿

以案说法（七十三）

2018 年，石渠县成为四川文化传
媒职业学院的定点帮扶地。这里地理
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扶贫工作怎
么展开？从哪些方面开展？如何才能取
得好的效果？这些都是摆在学院精准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面前的难题。

截至2019年11月，该学院共召开
扶贫专题会议20余次，研究学院扶贫
工作计划。以谢桂兰、罗琴为组长的精

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认识到，必须带
队前往帮扶地实地调研，才能精准找
到当地致贫的根源，从根源着手进行
帮扶，才能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

2019 年 7 月、8 月、9 月、10 月，
2020年7月，从成都到玉树再到石渠，
在谢桂兰、罗琴的带领下，扶贫调研工
作组一次又一次辗转行程，带去的不仅
仅是学校的扶贫物资，也带去教育“志

智双扶”的有效举措。
通过7次走村入户实地调研考察，扶

贫调研工作组充分了解了石渠县长须贡
马乡和尔玛底村的现状以及在脱贫攻坚
中的实际需求。工作组根据学院的实际情
况和特色，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行之有效的
帮扶措施。“扶贫先扶智”，如何发挥高校
专业优势，重点实施教育扶贫？这是四川
文化传媒职业学院需要思考的扶贫措施。

找准教育“小切口”
干好扶贫“大事情”

7月9日下午，10岁
的甲安娜姆坐在石渠县
长须贡马乡中心校的多
媒体活动教室里，好奇地
看着自己手中那团荧光
绿的粘土。她和同学们正
通过“乡村云课堂”线上
教学系统，上一堂有趣的
超轻粘土手工课。为他们
上课的，是远在千里之外
的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
院艺术设计系的老师舒
潇莹。借助科技的进步和
教育扶贫的力量，科学知
识插上翅膀、飞越“云
端”，让偏远地区的孩子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时针回拨5小时，“牵
着你的手，风雨不害怕。”
一阵阵优美的歌声从长
须贡马乡中心校音乐教
室里传出，四川文化传媒
职业学院音乐舞蹈系副
主任何柳带着孩子们，用
一首《妈妈格桑拉》表达
对母亲的热爱之情。

而在7月6日上午8
点 30分，四川文化传媒
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谢桂
兰、执行院长罗琴在校门
口为学院2020年首个扶
贫调研组壮行。“希望大
家圆满完成扶贫工作的
同时注意安全，照顾好身
体，‘别带妆’。”

为什么会对出行同
事叮嘱“别带妆”？因为扶
贫调研组要去的帮扶地
石渠县平均海拔高达
4520 米。“上到这个海
拔，容易出现面部发红等
高原反应情况，我们称为
‘化了妆’。”扶贫调研组
成员笑着说。

◎张雨瑄

“扶贫必扶智，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这不仅仅是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
院在教育扶贫路上坚定的信念，也是
其所属的希望教育集团秉承的教育扶
贫理念。2019年，希望集团就扶贫工作
召集各院校党委书记进行了两次专题
研究，就相关工作作出了统一部署，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的通
知》，并拨出专款100万元投入扶贫工

作。希望集团坚持以党建引领精准扶
贫工作，并建立了“党建扶贫初心督办
群”，畅通资金申请渠道，推进扶贫措
施的快速落实。截至目前，希望教育集
团旗下的川内院校在各自的定点帮扶
地不断取得教育扶贫的“累累硕果”。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在帮扶地炉
霍县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设立“西南交通
大学希望学院奖学金”，并由学院商学院

院长王成璋教授带队的专家赶赴炉霍
县，为其推进旅游开发进行专题会诊把
脉；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则完成了对
口扶贫软件项目“丹巴县中小学综合素
质评价系统V2.0”的部署与培训工作。

坚持探索可持续发展教育“双扶”之
路，让希望教育之花盛开在川内各地，希
望教育集团旗下各院校将在教育扶贫路
上坚定地走下去，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调研到帮扶 脚踏实地提档升级

从“软件”到“硬件”精准把握扶贫切口
由于地处偏远，师资缺乏，长须贡马

乡中心校和查加部落村小学的孩子们一
直缺乏系统的美育教育，这正是四川文
化传媒职业学院的教育特色和强项。学
院连续5次派出9名专职任课教师，跟随
扶贫调研工作组对上述两校的小学生进
行了体育、音乐、美术等美育教育培训。
通过这些课程培训，不仅提高了孩子们
的艺术素养，也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孩子
们的心中扎下了根。2019年9月21日，

一则“学生小心擦拭被雨水淋湿的国旗”
的微博登上了热搜榜，这一幕就是在罗
琴带队实地调研的过程发现的，孩子对
祖国的热爱打动了很多人。

除了“教育软件”的提档升级，对
帮扶地的“教育硬件”升级也紧紧跟
上。目前，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已为
查加小学修缮图书馆、维修教室，并进
行了校园地面硬化，同时购买教室取
暖设备10台、一体化教学设备2台、电

子钢琴1台以及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
为长须贡马乡中心校捐赠了多媒体设
备、复印机等硬件器材；资助石渠县当
地优秀贫困生经费 25000 元，对在校
石渠县优秀贫困学生实行学费减免。
通过学院官网、微信公众号、学院广播
等网络宣传平台，加强对石渠县特色
农产品的宣传，倡议学院广大教职员
工“以购代捐”，截至今年7月，以购代
捐金额已达11万元。

从落地到云端 探索可持续“双扶”之路
付出就有回报，随着对石渠县的系

列帮扶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四川文化
传媒职业学院教育扶贫的成果也开始
逐渐显现。今年4月24日，在四川省高
校定点扶贫工作视频会议上，四川文化
传媒职业学院作为2019年度全省高校
定点扶贫先进单位之一受到了表彰。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学校
如期完成定点扶贫工作任务增加了难
度。为了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实现“志智双扶”
提高石渠县长须贡马乡教育教学质量
的目标要求，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将
目光从落地支教投向了云端教学，在全

省教育扶贫单位中成为首批“吃螃蟹的
人”。今年1月，学院与四川省有线广播
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共同开展
面向石渠县长须贡马乡中心校的“乡村
云课堂”线上教育项目合作，签订了“乡
村云课堂”项目框架协议，开展线上教
学项目，运用现代科技与优质教育资源
打通贫困山区教育扶贫“最后一公里”。

课程设置围绕美育德育教育展开，
进一步响应教育部“推动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再上新台阶”的号召，开设了音
乐、舞蹈、手工、美术等美育课程，丰富
了长须贡马乡中心校孩子们的美育教
育，让教育扶贫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学院深谙“育人必先育己”的原
则，充分发挥学院师资优势，对帮扶地
教师进行培训。经与石渠县相关负责
人、有关部门和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商定，学院与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于 2019 年联合成立了石渠县技术
技能培训中心，已陆续引进电子商务、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艺术雕刻等行业
人才及学院专业教师，深入石渠县对
当地教师进行相关理论知识和备课技
巧、上课技能等技术技能培训，并帮助
石渠县建立“种子师资”教学技能培训
班，为石渠县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提
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从扶贫到扶志扶智“希望教育”之花盛开

甘孜日报讯“今天我们终于用上
了城里的厕所，比以前的厕所好太多
了。”8月10日，新龙县如龙镇银龙村才
日邓朱一家告别了昔日蚊蝇漫天飞，易
孳生病菌的农村吊角式厕所，用上了新
建的“生态厕所”，才日邓朱心里满心欢
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今年，新龙县将“厕所革命”作为一
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抓，
全面推进厕所新建改建工作，该县农牧
局多次邀请技术专家到新龙实地考察，
结合新龙实际情况，在不破坏藏民居原
生态特色的前提下，在全县范围内修建
起了“三格化”玻璃钢一体的新型化粪池

“生态厕所”，池体运用注塑工艺，基体使
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质，实现粪污
在池体内的自动降解，既可以除臭又可
以实现无害化处理。

新龙县像才日邓朱一样的 193 户
农牧民群众，如今都用上了这种新型

“生态厕所”。
小厕所、大民生，推进“厕所革命”是

提升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抓
手，是城乡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更是乡
村实现振兴的重要标志。下一步，新龙县
将加大工作力度，让新型“生态厕所”惠
及更多的群众，提升人居环境，助推新龙
实现绿色、生态、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

县融媒体中心 杨雪涛 文/图

为了隆重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签署主席令，授予
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
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中国抗疫的壮烈情景犹在，钟南山、
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在抗疫中的英雄
身影不时地浮现在国人眼前，他们为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杰出贡献举世公
认，因此，国家及时授予他们至高荣誉，
是民族之幸，是民心所向，也是实至名
归，当之无愧！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
值标杆，而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不
是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而是有着深厚
的思想底蕴、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顽强的
斗争意志，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优秀品
质。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正是
这样的民族英雄与国家先锋，当新冠肺
炎疫情突如其来，当疯狂的疫情还不被
人们所认识，作为国家医疗卫生界的精
英，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家利益和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英雄无畏，一马当
先，用自己的身躯为 14 忆人们挡疫，并
最终为全国人民战胜疫情，探索出科学
的方法，做出了特别贡献。

我们时代需要这样的英雄。中华文

明之所以上下五千年灿烂不熄，是因为
英雄们将文明的圣火代代相传。中华民
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是因为
英雄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坚不可摧的民
族脊梁。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
大民族，自古崇敬英雄，热爱英雄。新中
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国家，英雄遍
及各行各业，挺直了民族的脊梁。民族复
兴伟大新时代英雄辈出，英雄为强国崛
起而担当，就在我们身边、生活中。中华
大地育英雄、造英雄，华夏儿女英雄代
增、故事不断，英雄的精神在我们血液中
流淌、传递。今天，面对全球复杂艰难的
形势考验，实现伟大的强国目标，时代更
呼唤英雄，更需要钟南山、张伯礼、张定

宇、陈薇一样的英雄，在祖国和人民需要
的各个岗位、各个战场上，积极担当、无
私奉献，冲锋陷阵、攻坚克难。

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是人
民英雄，至高的国家荣誉是对他们英雄
精神的褒奖，也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学习
的榜样。向他们致敬，更重要的还是学习
他们的高尚品质和英雄精神。英雄不问
出处，做英雄也不是哪个人的“专利”，而
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民族气节和社会责
任。所以，对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
薇等人民英雄，不但要敬仰，更要像他们
那样，忠心耿耿，爱国奉献，一心为民，把
平凡的事业干成不平凡，为民族复兴添
加一份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也就是英雄。

致敬功勋模范人物

新龙县新龙县
农牧民用上农牧民用上““生态厕所生态厕所””

◎贾合祥新 评 世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