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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疏导讲座 确保民警心理健康

本报讯“如何排解工作压力？如何处理
工作中遇到的烦恼？如何保持自己心理健
康？如何完善、发展自我？”近日，新乡市公安
局花园派出所举办了民警心理健康讲座，民警
通过深入浅出的讲座找到了答案。当前，伴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安机关面临的各项
工作任务日益繁重，经常使民警处在压力与焦
虑中，生活无序、身不由己，时常使他们感到身
心俱疲。近日，花园派出所特邀河师大心理辅
导老师曹老师对民警进行心理疏导，授课老师
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事例对
当前公安民警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民警心理
健康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讲
解，并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及时引导民
警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疏导减压。整个课程
民警互动性强，积极性高，大家在欢声笑语中
使心理得到了很好的舒缓。（冯庆胜）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开展校园安保工作

本报讯 随着全镇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陆
续开学，襄城县公安局麦岭派出所在该局督
察大队的督导下，成立以所长焦豪杰为组长
的校园安保领导小组，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
极组织开展今年下半年校园安保工作。一是
做好日常校园安保工作，把安全检查、巡逻常
态化、重点化，防患于未然；二是加强对学校

消防安全工作隐患的排查和监管力度，并对
辖区学校全面开展一次消防大检查，督促、指
导学校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技能培训；三是
强化法制教育，组织民警有针对性地开展法
制教育和安全教育，切实增强学生的法制意
识和安全意识。 （董亚飞）

抓好民警维权工作 营造良好执法氛围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乡市公安局东街派
出所突出抓好维权工作的宣传教育，努力为民
警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据了解，东街派出所维权办建立开通了维
权信箱，注重发挥宣传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
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利用新闻媒
体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坚决打击处理不法分
子，维护公安机关及队伍的形象和声誉，消除
不良影响。同时，维权办也非常重视加强对执
法维权防护装备配备的投入，在接警室、询问
室、讯问室、信访室等执法重点部位安装视、音
频监控设施，为一线执法执勤民警配备录音
笔、录像机、照相机等装备，特别是一线执勤的
防控车民警，遇到被妨碍执法的情况时，都会
及时主动联系维权办协助处理。 （武振峰）

延津公安多部门实行捆绑作战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道路通行秩序管理，
迅速掀起开展机动车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
集中整治行动高潮，为全县人民创造安全、畅
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延津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充分利用所队协作、整体作战的机制，将
交警、刑警、特勤和乡镇派出所捆绑，在全县
道路范围内采取超常规措施，开展治理无牌
无证、假牌假证、挪用号牌、故意遮挡号牌、闯
红灯、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集中整
治行动。一是把全县境内的省道和迎宾大道
等主要道路和路口，分为16个路段整治组，16
个组成员由交警、刑警、特勤和派出所民警组
成，实行捆绑作战。二是让交警、刑警在开展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中深入社区及乡镇，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三是将民警和协管员的职责
进行划分，在开展交通秩序整治的同时，强化
交通安全宣传。 （延公宣）

为泄私愤诈离婚 假冒代理被驳回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法院审结赵某诉李某
离婚纠纷一案。此案中，赵某起诉离婚但并未
出庭，由其胞姐赵某某代为诉讼。法院查明，李
某妻子赵某对离婚一事毫不知情，其胞姐赵某
某因与李某发生矛盾，就编造了赵某要求离婚
的事实，故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赵同顺任留柱）

加强非羁押诉讼工作获成效

本报讯 日前，汤阴县公、检、法三家单位
召开非羁押诉讼工作联席会议，要求加强对
非羁押诉讼案件的监督和审查，减少诉讼程
序回转情况，同时要广泛宣传典型案例，争取
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今年以来，该县共
对非羁押被告人提起公诉 76人，取得良好的
效果。 （王小勇 王文昌）

闹店法庭积极服务新农村建设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宝丰县法院闹店法庭结合“人民法官为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分析队伍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通过加强便民设施的硬件建设、
简易程序前置化、司法救助固定化等六项措
施，积极服务辖区新农村建设，受到了群众
的一致好评。 （王晓芬）

学习马锡五经验 增强为民意识

本报讯 为开展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
学习、再教育，让干警更多地了解“马锡五审
判方式”，更好地开展巡回审判工作，近日，濮
阳县法院组织干警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发
源地延安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进行考
察学习，努力增强法官的为民意识。（杨琳）

坚持四项要求 打造廉洁法院

本报讯 近期以来，商丘市梁园区法院采
取四项措施，坚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
明显实效。一是将司法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
各环节；二是廉政规定全面推行八小时内外

的监督；三是将警示教育预防关口再前移；四
是进一步严格监督查处措施。（金长明）

三步调解法 大力推进民事审判工作

本报讯 清丰县法院大力推进民事审判调
解工作，完善调解机制，推行诉前、庭审、判后三
步调解法，取得显著效果。1至8月份,该院审结
民事案件2349件，调解结案率高达70.5％,促进
了和谐社会发展环境的形成。（库锁庆）

宝丰法院举行人民陪审员颁证仪式

本报讯 近日，宝丰县法院人民陪审员颁证
仪式在常务副院长付志强主持下举行，该县相
关局委的各级领导及新任命的47名人民陪审员
和法院审判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仪式，法
院院长井慧宝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王晓芬）

建立检察委员会学习制 提高委员素质

本报讯 近日，新野县检察院通过建立检
察委员会学习制度，不断提高委员素质。一是
检察委员会坚持每月集体学习一次；二是加强
对重大检察业务问题特别是民事行政检察业
务问题和重大案件的讨论和研究，形成研究业
务的良好风气和氛围。（杨春雨 李石涛）

强化侦查监督 促进社会管理

本报讯 唐河县检察院充分发挥侦查监
督检察职能，注重在审查逮捕办案中查找侦
查监督案件线索，建立客观公正办案的复合
型监督机制，坚持在侦查监督工作中开展说
理工作，在促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化
解社会矛盾、公正廉洁执法等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孙炳发 张晓飞）

夏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获成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商丘市反贪、反渎工
作现场会均在夏邑县检察院先后召开，这是
上级院对该院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给予的充分
肯定。上半年，该院立反贪案件7件18人，已

作有罪判决6人，立反渎案件7 件15人，已作
有罪判决3人，查处科级干部11人。（李超英）

“四个一”维护监管秩序效果好

本报讯 今年以来，社旗县检察院驻所检
察室与看守所采取“四个一”监管措施，维护
看守所监管秩序。每月召开一次由武警中
队、驻所检察官参加的联席会；每月上一次法
制课，使押犯严守监规；每月进行一次清狱大
检查；每月对老年犯、职务犯进行一次体检。

（党松岭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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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事关党的生死，国家存亡，民族
兴废，人心得失。追抚历朝先贤，肩比当代英模，
中州反腐剑高悬，牧野“廉”风拂古今。

公元前1046年，豫北牧野，杀声震天。周武
王率兵45000人，一举击败商朝17万大军。600
多年的商王朝，就此悄然终结。商代之亡，原因
很多。但是，纣王之贪婪残暴，无疑是主因之一。

汲人姜尚辅佐，武王实行新政，却追封一
位前朝重臣为“文曲星君”。这位前朝重臣，
名字叫作比干。他生前勤政廉洁，冒死诤谏，
是我国有史以来记载的首位爱国谏臣。

秦皇修阿房宫，筑骊山墓，天人共愤。公
元前218年，在新乡境内的古博浪沙，“张良刺
秦”，成为反腐抗暴的千载美谈。

自汉及宋，仅新乡市原阳县，为官及相者
多达14位。其中，不乏韦思谦、娄师德、李穆

等清官廉臣。
历史悠久的新乡，廉政文化资源丰厚。

新中国成立后光耀半个多世纪的“群星灿烂
现象”，更将牧野廉政文化推向高潮。

史来贺，两辞县、地级职务，一心为民造
福。昔日穷刘庄，今日家家住别墅。身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工资高于“工分”价值时，
他把工资交集体；“工分”高于工资价值时，他
只拿工资不“分红”。

吴金印，扎根基层 53 年，常年奋战在深
山。造地、植树、修水利，办厂、招商、谋发
展。万人心头，立下丰碑曰：太行公仆。

刘志华，中国十大女杰。身为“村官”，她
登上了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讲坛。创业 40
年，刘志华两袖清风，莲花依然。

许福卿，党龄46年，任村支书41年。他说：

“只想自己富，不要当干部。要当好干部，必须走
正路。当干部，就要做到‘身不懒，嘴不馋，财不
贪，心不偏’。”他用实际行动诠释自己的诺言。

张荣锁，早年献身国防，复员创业致富。
他当上村支书后立誓：“修路！村民不富，个
人纵有家产万贯，又有什么意义？”如今，全村
70%的人家，成了“有车一族”，他牵挂的还是
老弱病残。

耿瑞先，在部队是模范，回乡创业宏图
展。昔日耿庄“乱脏差”，今成新乡“后花园”，
靠的是勤政廉洁的好领班。

裴春亮，创业致富后，帮村民每家免费盖
了一座“小洋楼”，如今更在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中大显身手，为“70后”的骄傲。

牧野的清风正气，新乡的楷模辈出，离不
开廉政土壤的培育。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

反腐倡廉文化建设，新乡市多措并举，实招多
多：开设党员教育电视频道，介绍廉政文化资
源，深度挖掘基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让
党员干部勤廉形象入千家万户；编印《党风廉
政教育文选》，开设《廉政论坛》、《案例选编》等
栏目，倡导廉洁、明示法纪、弘扬正气、鞭挞腐
败；举办廉政文化成果展，注重突出牧野文化特
色、牧野文化底蕴，万余人次受到教育；加强廉
政文化阵地建设，高标准建立市级党风廉政警
示教育和示范教育基地，目前，市、县、乡三级已
初步形成条块结合的廉政教育基地网络；创建
省、市级廉政文化示范点，注重将廉政文化建设
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一系列基层廉政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牧
野清风吹出气象万千，也将吹出新乡更美的盛
世华章。

怀川大地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
名山秀水陶冶了世代英才豪杰。这里诞生了
诸多大师泰斗，众多历史名人曾在此或游历，
或隐逸，或葬归于此。焦作廉政文化则孕育、
形成于文化名人为官从政之道、言行举止之
中，突出表现为刚正不阿、为民造福、忧国忧
民、清廉简约、淡泊名利、重品尚德的品行。

刚正不阿。何瑭在明武宗时官至三品，宦
官刘瑾权翼遮天，恶名远播，群吏莫不百般奉
迎，但小小修撰何瑭不吃这一套。权臣张罗峰
赏识他的才学，有意提拔重用他。面见张时，他
却当众怒斥其14条罪状。正因为何瑭能够“出
淤泥而不染”，人们亲昵地叫他“何老先儿”。

为民造福。韩愈是唐贞元进士，后调四
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这位唐宋八大家之首
屡次犯颜直谏，被誉为百代文宗。韩愈虽屡

屡被谪遭贬，所到之处，却治绩斐然，深受老
百姓爱戴。在潮州，为当地铲除鳄鱼之患，兴
办州学发展文教事业；在袁州，订法使卖身为
隶的人恢复自由。这位文化巨人在潮州留下
的印痕至今清晰深刻：“不虚南谪八千里，赢
得江山都姓韩。”

忧国忧民。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忧国忧
民，根据兴亡的史实，写出“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
键在人，对于一些亡国败国之君给予了不同
程度的讽刺，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起到
一定的讽谏作用。

清廉简约。“竹林七贤”之一山涛为官三
十余载，始终以清廉简约安身立命。他担任
吏部尚书时，前来请托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但
无一不被他当面拒绝，灰溜溜地离去。县令

袁毅趁山涛不在，偷偷地给山涛家送去百余
斤真丝。山涛无奈，只得命令家人将这些真
丝悬挂于梁上而不用，人称“悬丝尚书”。

淡泊名利。明代朱载堉是在中国传统文
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本可继承父亲王位的他“累疏恳辞”，甘愿放
弃，他的“让爵”行为在朝野之中引起了巨大
震动，人们称他为“天潢中之异人”。让爵之
后，他潜心著书，创建了十二平均律理论。

重品尚德。元代著名理学家、政治家、天
文学家许衡在27年的仕途生涯中，刚直不阿，
不附权势，先后8次被诏入朝做官，又8次辞
官归故里躬耕桑粮。许衡面对众人摘梨解渴
曾说：“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梨无主，吾心
独无主乎！”许衡的品德言行为人们所推崇，
被誉为“元朝一人”。

古代廉政文化资源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传承、发扬好廉政文化，实现与当代
行政文化的同频共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义务。

长期以来，焦作市委、市政府对廉政文化
建设高度重视，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和构建惩防体系工作的总体规划，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政机关和党员
干部为重点，以廉政文化“六进”为载体，发挥
焦作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优势，以历史为经，
以文化为纬，总结历史上廉政文化建设的经
验和教训，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宝藏中的廉政
文化精华，着力提炼出有助于当代社会廉政
文化建设的有益因素，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
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使廉政文化更好地服
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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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清风吹开气象万千

怀川大地孕育廉政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