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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高速发展。各种新鲜事物层出
不穷，科技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处在这个时代
的我们，面对旧事物与新事物，应该守住旧事物
中的精华，也要勇于创新。

马云与阿里巴巴就是勇于创新的典型例
子，2018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马云居首。网
友口中的这位“马爸爸”，数十年前也只是一位
普普通通的教师，与如今的他相比，二者有一个
巨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勇于创新。当时，我国互
联网行业刚刚起步，马云就在这时勇敢地作出
了决定，辞去教师职务，创立了阿里巴巴公司。
正是由于他这次勇敢创新的尝试，才有了现在
的巨头公司阿里巴巴。

创新虽好，但一味创新，舍弃旧的精华也是
极为危险的。

我国最近兴起乡村旅游，城里人想要到乡
下去感受田园风光，呼吸没有污染的新鲜空
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原有的风
景，一些讲过多年文化积累形成的古村落在一
定程度上遭到毁坏，有些村落盖上了水泥楼，这
样一来又与城市有什么区别呢？同时，还有一
些村落将二者结合起来，保留村落原来的风格，
原汁原味展示给游客，既保护了古村落，也得到
了预期的经济收益。

抓住新时代的机遇，需要创新，也需要守
住、留下旧的精华。比如，我们不再古板地遵循
分数就是一切的现行教育制度，从而才有了自
主招生制度，让人才多一条道路可走。

我们身处当下，既要勇于创新、抓住机遇，
也不要忘了守住旧的精华。

（南阳市第二中学 邢格霏）

南阳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秦德平到邓州市法院调研

本报邓州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
锋 实习记者 郭琨 通讯员 胡子强 文鹏）
12 月 6 日上午，南阳市中级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秦德平，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
长刘鹏等到邓州市法院调研指导工作。
邓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建功，邓州
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俊华等陪同。

秦德平一行先后到邓州市法院综合
审判庭、视频会议室、数字化审委会会议
室、桑庄法庭等进行实地查看。在桑庄
法庭，秦德平详细询问了审判质效情况，
要求法庭要学习“枫桥经验”，在辖区党
委的领导下，充分依靠群众，预防纠纷，

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

座谈会上，杨俊华向秦德平一行汇
报了邓州市法院今年以来的审判执行情
况。程建功代表邓州市委充分肯定了邓
州法院的工作，并表示邓州市委将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邓州市法院的各项工作。

秦德平表示，感谢邓州市委、市政府
对法院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并对邓州市
法院工作给予肯定。针对法院下阶段工
作，他要求：要立足审执主业，抓好执法
办案第一要务，院、庭长要带头办案，进
一步提升案件质量与效率，加强审判流

程节点管控，推动信息化办案；要加强队
伍建设，以党建工作为统领，健全管理制
度，把“严管”体现在队伍建设中，打造过
硬队伍，提升司法公信力；要进一步落实
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按照政策要求，将司
改红利尽快落实，要打造专业化、职业化
的员额法官队伍，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
判，让裁判者负责，同时对案件监管也要
到位；要建立执行工作长效机制，高度重
视长期未结案件、执行指标下滑等问题，
鼓足干劲，全力解决执行难；整合优化人
民法庭资源，大力推行网上立案等便民
举措，提升司法服务水平。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
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张斌）12月 11
日，南阳市召开首届“十佳百优”调解员
表彰暨矛盾调解工作会，表彰南阳市人
民调解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个人，全面推
进南阳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南阳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李恒
德，南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柴钧出
席会议并讲话。

柴钧说，近年来，南阳市各级司法行
政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
署，深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
组织网络明显健全，队伍素质明显提高，

工作领域不断拓展，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化解矛盾纠纷成效显著。人民调解工作
中，涌现出一大批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
王玉敏、方志国、胡金中等同志甘于清
贫，牺牲在一线；张学洲、牛云仙等和今
天表彰的同志，长期扎根基层、默默耕
耘，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汇聚成南阳市司法行政事业蓬勃发
展的正能量。南阳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和广大人民调解员，要坚持以群众为中
心，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坚持
好、落实好、发展好“枫桥经验”，开创人

民调解工作新局面。
李恒德对南阳市司法行政工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创新发展“枫桥
经验”，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要
强化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注重
创新发展，善于结合实际、取长补短，把
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变成自己的新成
果、新财富。要积极总结发现南阳在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形成切合实际、行
之有效的思路和做法，大胆实践创新、
博采众长，真正让“枫桥经验”在南阳大
地落地生根。

南阳表彰首届“十佳百优”调解员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
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萨娜）12月
7 日 6 时，西峡县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
动。清晨的天空飘起雪花，该院 40 名执
行干警不畏严寒，按照预定方案，奔赴各
个目的地，以雷霆之势向“老赖”亮剑。

2018 年初，张某因生意需要在西峡
一家批发部 购 买 材 料 ，并 出 具 欠 条 。
随后张某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绝偿
还 。 该 批 发 部 将 张 某 诉 至 西 峡 县 法
院，双方当庭达成调解。但是张某失

信于人，并没有按时还款。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多次联系张某，
张某推诿拒不履行。行动中，执行干
警来到张某家，张某看到执行干警傻
了 眼 。 得 知 要 被 拘 传 的 张 某 立 马 服
软，当场掏出 6000 余元执行案款，该案
顺利执结。

2016 年 8 月，赵某驾车与马某发生
碰撞，导致马某身负重伤。马某将赵某
诉至西峡县法院，经过依法审理，法院判
处赵某赔偿马某各项损失共计 14 万余

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与
赵某沟通，赵某态度恶劣，随后便不接电
话。后赵某脚骨折在家，考虑到赵某身
体不便，执行干警对其宽限还款时间。
但是赵某康复后，仍旧不愿履行。行动
当日，执行干警到赵某家中，赵某不再躲
避，乖乖将门打开，跟随执行干警来到法
院处理案件。

此次集中行动拘传 7 名被执行人，
对 3 名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两人迫
于法律威力震慑当场履行义务。

本报南阳讯 今年以来，在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中，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坚持按
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繁荣检察文化，
构建和谐机关为主要内容，不断深化品
牌，创新亮点，使该院检察文化建设在原
有的基础上迈出新的步伐。

该院勇于创新，依托新型媒体突出亮
点工作，抓学习，重能力，倾力打造高素质
检察队伍。该院采取学习先进、帮扶走

访，演讲比赛、征文等多种形式，加速队伍
素质水平提升，在潜移默化中把全体检察
人员的思想、行为引导到发展检察事业的
目标上来。

借力新媒体发展，该院不断创新宣传
工作方法，形成了以传统宣传为基础，开
拓“两微一端”新阵地的宣传工作新格
局。通过举行“检察开放日”等活动，促进
检务公开；采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

的方式，大力弘扬检察干警一心为公、兢
兢业业的精神。

在文体活动方面，该院弘扬和培育积
极进取、勇于创新、追求卓越、永争一流的
检察精神，坚持开展“道德讲堂”，邀请专
家辅导；开展人文检察建设活动；参加法
律咨询、扶贫帮困、义务劳动、公益救助等
活动，增强队伍向心力、凝聚力。

（胡皓 刘楠）

本报南阳讯“检察机关立足监督职
责，深入查找侵害民生民利突出问题，
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对于保障群众
利益，化解民生问题都有很大价值。”近
日，镇平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镇
平县检察院，对该院积极挖掘公益诉讼
线索，护航生态和百姓根本利益的做法
给予了高度肯定。

据了解，该院主动借助外部力量，
积极发动群众查找公益诉讼线索，依托

本地主流媒体和“两微一端”等网络媒
体，加强对公益诉讼职能的宣传，扩大
群众对公益诉讼的了解度和参与度；举
办公益诉讼“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
市、县两级人大代表等参加主题为“‘网
格化+社区检察官’维护公共利益”的检
察开放日，进一步增进党委、政府、各行
政执法部门以及人大代表对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工作的认识、理解和支持，听
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增强监督合力。

该院健全联动机制，查找线索。对
内形成以民行部门为主导、相关业务部
门积极协助配合的工作格局，及时沟通
了解侦监、公诉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刑附
民公益诉讼线索，强化法律监督合力。
对外主动走访人大、法院、法制办、环保
局、农林水局等部门，建立行政机关与
司法机关的常态化、规范化协调合作机
制，拓宽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渠道。

（李丰翠 赵新新）

▲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增强群众法治
观念，近日，西峡县法院组织干警走上街头，向
群众普及宪法知识，并现场提供法律咨询。

范小婵 杨亚冰 摄影报道

本报南阳讯 近日，邓州市司法局在“宪
法宣传周”期间举行以“弘扬宪法精神，走进
司法行政”为主题的首届司法行政开放日活
动，邀请市人大、政协、新闻媒体和群众等代
表参加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司法行政
工作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当天，各界代表走进市公证处，参观市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对司法行政工作有了更直
观、更深刻的认识。

“开展此次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
解司法行政工作，提升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增强广大群众的宪法意
识，营造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的浓厚氛围。”该局局长路阳说。

（郭琨 苗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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