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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夏村 周闻韬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扎根基层 法律之花开遍彝区

■记者 宋雪

普法前行二十载 扎根基层守初心

1988年，的莫鸽鸽从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
县调到金口河区工作，于1998年担任金口河区司法
局副局长，并于2003年至2016年担任局长。

金口河区曾是四川省45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彝
区群众法治观念相对淡薄，法律知识也较为缺乏。
为了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莫鸽鸽运用“走亲
戚、拉家常”的调解方式，达到纠纷化解、案结事了的
明显效果。

2012年5月，40余名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
县和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区的彝族农民工代表，
来到金口河区法律援助中心，希望的莫鸽鸽帮他们
讨回拖欠的工资。的莫鸽鸽没有丝毫推诿，带领工
作人员奔赴外地调查取证，经过多次协商谈判，终于
促使企业和农民工达成和解协议，为农民工讨回工
资及人身损害赔偿费。2012年7月5日，130余名彝
汉农民工送来“法律援助解民忧，公平正义促和谐”
的锦旗，让的莫鸽鸽至今难忘。

不仅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在担任金口河区司
法局局长期间，的莫鸽鸽还全力做好民事纠纷的调
解员，当好安置帮教的“引路人”。

2009年至2015年，金口河区司法局组成20余
人的帮教团，到周边多所监狱对金口河籍服刑人员
进行亲情帮教。同时，的莫鸽鸽利用晚上农闲时间，
来到群众中间，给大家宣讲法律法规，创办“彝汉双
语法治夜校”。2015 年，金口河区被评为全国依法
治县（区）创建先进集体。

2017年4月，刚从金口河区司法局局长岗位上退
下来的的莫鸽鸽接到组织安排，担任金口河区脱贫办

“四好村”创建工作组执行组长，从事精神扶贫工作。
“脱贫攻坚战场上需要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对群众进行各方面的思想发动和政策法
规宣讲，这是自力更生、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强烈
的使命担当，让52岁的的莫鸽鸽义无反顾地扛起这
份责任，开始了普法宣讲之路。

的莫鸽鸽，女，彝族，中共党员，“心连心·鸽鸽讲堂”宣讲团团长，现为金口河区

司法局四级调研员。的莫鸽鸽从事司法行政工作23年，懂政策、知法律、擅宣讲，用

一张“巧嘴”送政策、传知识、解疑惑、鼓干劲，受到群众喜爱，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两

次，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法治人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法律条文很枯燥，大道理听
不懂咋办？的莫鸽鸽借鉴“脱口
秀”，站在群众角度，用“摆龙门
阵”的方式，让深奥的道理和枯
燥的条文生动起来、亲切起来。
当发现部分贫困群众“等、靠、
要”思想比较严重时，的莫鸽鸽
又用鲜活的故事，有针对性地鼓
励大家，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
做得来、愿意听。

宣讲有效果，努力没白费。
听了宣讲后，金口河区建档立卡
贫困户廖邦清像变了个人，他主
动带领8户贫困户，翻山越岭找
回野生药材进行种植，并在自己
脱贫致富后，带领 23户群众成
立“麒麟山重楼种植专业合作
社”，带动大家共同奔小康。

2018年初，由48支区、乡、
村三级宣讲队伍组成的“心连
心·鸽鸽讲堂”正式成立，的莫鸽
鸽为宣讲团团长。她专门拟定
详细的宣讲实施方案，提供“菜
单式”服务，设计了“法律法规
类”等6大板块44个专题，宣讲
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心连心·鸽
鸽讲堂”为主要载体的精神扶

贫，也受到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

但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的
莫鸽鸽正被病魔缠绕。

2016年，的莫鸽鸽被确诊为
肝癌，她悄悄做了第一次手术，
随即重返岗位，但没想到 2018
年底病情复发，需做介入手术，
等待肝源移植。“那时金口河离
脱贫摘帽最后验收还有不到三
个月时间，关键时刻我不能拖后
腿！”的莫鸽鸽选择再次隐瞒病
情，继续奔走在普法宣讲路上，
直到2019年 4月金口河区顺利
脱贫摘帽才去完成手术。这时，
同事们才知道了她患病的消息。

如今，“心连心·鸽鸽讲堂”
宣讲团成员已增加到380 余人，
还创新结合融媒体，围绕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五中全会、民法典
和党史学习教育等开展宣讲，做
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截至目前，“心连心·鸽鸽讲
堂”培训宣讲队伍4期，开展宣
讲活动1200 多场，其中的莫鸽
鸽个人宣讲近200场，实现金口
河区所有行政村“多次全覆盖”。

的莫鸽鸽

普法宣讲 助力家乡脱贫奔康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 龚启文
文/图）昨（1）日下午，国网乐山供
电公司成功对位于夹江县境内的
220千伏江东三线开展输电线路
耐张线夹带电“X光”无损探伤检
测，这也标志着我省首次220千
伏输电线路耐张线夹带电“X光”
无损探伤检测成功，我省电力安
全工作迈上新台阶。

本次探伤检测以220千伏江
东三线的第13号耐张塔和16号
耐张塔为作业对象。记者在现
场看到，操作人员通过绳索将

“X 光”无损探伤检测设备升至
耐张塔上的输电线路附近，然后
用绝缘杆将其移至输电线路耐
张线夹处固定，通过遥控操作仪
器即可探测出耐张线夹内部存

在的裂纹、缩孔、夹渣等缺陷情
况。整个过程既不需要停电操
作，也无需其他更多处理，安全
方便。

国网乐山供电公司带电作业
室综合技术组技术专责雷刚告诉
记者，耐张线夹是指用于固定导
线，以承受导线张力，并将导线挂
至耐张串组或耐张塔上的金具。
由于作用特殊，从一开始使用，输
电线路耐张线夹就处于巨大张力
下，且输电线路很多地方要跨越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河流等重要
地段，其跨越物均为重要基础设
施，因此输电线路耐张线夹的安
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往我们采
取的是红外测温检测方式，这种
检测只能判断电力线路或设备等

的电气接触部位是否存在接触不
良导致局部发热，而无法看到内
部是否有损伤，无法对设备进行
全面检测。”雷刚告诉记者，“X
光”无损探伤检测技术是利用X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规律，在成
像装置上形成耐张线夹等金具压
接部位结构影像，从而发现耐张
线夹内部缺陷的一种无损检测方
法。

“相对于以往的检测不能准
确判断耐张线夹因长期受力后内
部是否有损伤，通过‘X光’无损
探伤，我们就能够及时发现隐患
并处理。”雷刚表示，有了首次成
功的经验后，今后他们对输电线
路耐张线夹的安全更有信心，电
力安全也更有保障了。

“X光”无损探伤为耐张线夹“体检”

清明将至，随着祭扫、进山游玩、郊游
踏青等进入高峰期，防范森林草原火灾显
得愈发重要。

据国家森防办统计，近五年来，在已
查明火因的森林草原火灾中，由人为原因
引发的占到 97%以上。其中，祭祀用火、
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炼山造林位列前 4
位。就在近期，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一处荒
山起火，扑火过程中造成2人死亡。经调
查，起火原因为附近群众上坟。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森林草
原春季防火期，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春防”形势仍很严峻。

在气候条件上，今年 2 月以来，全国
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6%，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9 摄氏度，与 2009 年
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在物候条件上，近十多年来，我国森
林面积和蓄积有较大幅度增长，重点林区
可燃物载量远超临界值，中幼林和高油脂
树种比重较大，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防控风
险。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已会同林草、气
象等部门每日组织会商，每日发布火险
预警信息，及时指导各地做到火情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加强督导检查。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严格落实责任，扎实做好森林草原
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可以探索“纸
钱换鲜花”等方式，引导群众改变祭祀方
式。

广大群众要增强防火意识，坚决杜
绝野外违法用火。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
情，不要盲目进行扑救，要保护好自身安
全，及时拨打森林防火报警电话“12119”。

清明将至
尤须防火

操作员将检测设备移至输电线路耐张线夹位置操作员将检测设备移至输电线路耐张线夹位置

本报讯（记者 方方）“我们合计月
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免不免征增值
税呢？”“经过税务干部的讲解，我们对如
何正确填报新版《企业所得税月（季）度
预缴纳税申报表》更加明确了。”……昨
（1）日，我市税务系统启动第30个全国
税收宣传月活动，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
税务局以“线下邀请、线上直播”的方式，
邀请50位企业代表走进海棠花纳税人
学堂，面对面交流，宣传税收知识、税收
惠民政策；一对一答疑释惑，帮助纳税
人更好地完成涉税业务。

活动现场，税务干部结合“我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和当前税收工作重点，图文并茂地
展现了30年来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
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变化，展现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税收惠民成效，提振信
心、激发干劲；深入浅出讲解2021年
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实
务，让纳税人对申报知识明明白白。

据悉，今年4月是第30个全国税
收宣传月，围绕“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
改革开新局”主题，我市税务系统将陆
续开展税收知识有奖竞答、税企座谈
会、税收普法教育等丰富多彩的宣传
活动，主动优化涉税服务，积极为民办
好实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市启动第30个
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近日，市中区绿心
街道组织辖区居民，在嘉州绿心公园开展“小
手拉大手 共筑防火墙”森林防火宣传亲子活
动。

在嘉州绿心公园红雀碗入口处，30多名中
小学生戴上印有“绿心街道森林防火志愿者”的
小红帽，手拿森林防火宣传单整装待发。活动
中，绿心管理处志愿者首先为小朋友们讲解了森
林防火的基本知识，并进行现场问答。随后，小
志愿们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
对过往市民和游客进行森林防火知识宣传，并劝
阻嘉州绿心公园内的吸烟现象，一丝不苟地履行
着“小小宣传者”的职责。

小手拉大手
共筑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吴薇）昨（1）日，记者
在中心城区久顺数码广场外看到，原
有公交站台的位置正在打围施工，全
新的风雨棚公交站台主体已经完工，
工人正在进行站台装饰石材铺装、完
善后期细节、打扫卫生。

记者注意到，和原来的公交站台
相比，新型风雨棚公交站台在颜色、
样式、设计理念等方面都融入了更多
的乐山元素。“这种公交站台的主体
结构、面板全部采用耐腐蚀性强、耐
久度高的不锈钢材质。偏中式的站
台设计风格，充分融合了乐山元素，
如颜色与乐山红砂岩比较接近。”据
现场施工负责人罗峰介绍，除了设计

理念，新型风雨棚公交站台的功能性
也有很大提升。不但更细化了线路
信息，方便乘客乘坐，而且顶棚有防
雨的功能，并设置了四张供乘客临时
休息的座椅，增强乘客等待的舒适
感。此外，公交站台还专门设置了公
益性广告位。

据悉，目前，这个新建的风雨棚公
交站台属于试点样板，接下来，项目施
工方还将根据相关部门收集的社会意
见建议，对站台设计做出相应调整，把
最优的方案运用到嘉定路所有公交站
台的安装上。预计今年5月底，该路段
的18个新型公交站台将全部安装完
毕。

中心城区新型公交站台
即将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