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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家梁 王鹤霖

□ 本报通讯员 王  虎

　　“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

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

用。”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贵州省委

关于毕节试验区建设发展情况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法治毕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贵州省委政法委全

面加强工作指导，省直各部门积极参与，全市上下积极

履行法治创建主体责任，毕节市委政法委全面统筹协

调，大力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工程、公正司法天平工程、

全民守法宣教工程、法治惠民服务工程、生态文明法治

工程、法治监督检查工程“六大工程”，统筹固底板、补

短板、强长板、搭跳板、建模板“五类探索”，省市县乡

“四级联动”，从创安之治、规则之治、环境之治“三大层

面”，打出了“6543”创建“组合拳”，实现80项创建指标

圆满完成。

　　5年来，毕节市命案发案数和刑事发案数逐年下

降，每10万人命案发案数和每万人刑事发案数明显低

于全国、全省平均值，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实现增比进

位。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毒情整治、矛盾化解、特殊

群体服务管理等难题逐一破解，实现了社会治安“由乱

到治”的根本转变，法治环境极大改善，为毕节成功撕

掉贫困标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为毕节经济社会发

展保驾护航。

从“芬芳满园”到“法治扶贫”

　　走进毕节，一座现代化文明城市映入眼帘，有高耸

入云的楼群、绿树成荫的花园，更有居于田间满园芬芳

的笑颜。“现在我们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真心感谢党

和政府！”家住大方县黄泥塘镇甘棠村的李某连连夸

赞道。

　　如何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方县正

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决策。3月的甘棠村沐浴在明媚

的春光中，花开千树，勾勒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画卷。

　　“昨天李婶和林嫂家的事情解决了没有？还有没有

发生争执？她们妯娌间的矛盾已经很久了！”

　　“解决好了！是他们那里张老书记亲自调解好的！”

甘棠村干部何育和万江交谈道。

　　自甘棠村组建自联体后，请乡贤、熟悉人出面解决

问题，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迎刃而解。

　　2019年以来，大方县以开展全国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改革试点为契

机，创新探索“四个四”机制，推进乡村治理迈上新台阶。

　　其实，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目前，毕节市各乡

镇正以“乡落实”为重点，把法治建设的各项工作要求

落实到一线，特别是在毕节试验区脱贫攻坚一线，第一

书记、驻村干部、帮扶干部将法治创建工作与脱贫工作

统筹起来，同步落实，确保了脱贫攻坚、法治建设双促

进、双丰收。

从“司法为民”到“审判暖心”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家

事审判庭。

　　审判庭内，墙上挂有宣传孝道、家和、反家暴等法

律知识、传统文化的漫画，让当事人身临其境受教育、受

触动、讲道理、谈和气。办公设置上，审判庭以“和”为主

题，采取温馨舒适的布置方式，凸显浓厚的家庭氛围，给

当事人营造一个缓和心态、缓解对立情绪的环境。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也请大家把我

当成自家人。有什么想不通的尽量说出来，同时也要多

反思自己，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法官和颜悦色地说，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帮你们把家事处理好，回去好好过，为了娃娃、家庭都相互作一些

让步，多回忆一家人美好的生活，家和才能万事兴……”采访当日，一场庭审正在进行。

　　记者看到，法官、书记员、当事人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前。传统模式中，原、被告的称谓

被日常称呼所代替，法官平和、暖心的话语，让人感到亲切。当事人双方就各自观点进行陈

述，也倾诉了心中不满……整个庭审过程，少了剑拔弩张的火药味，更像是在拉家常。

　　“温馨的环境、法官贴心的沟通，让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一家人嘛，只要心平气和地

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我已经决定撤诉了。”当事人王先生微笑着说。

　　据了解，为应对家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类型趋于复杂多样、矛盾化解难度加大等现实

情况，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选择100个中基层法院，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赵晨熙 5月31日至6月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率全国

人大常委会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组在吉林

省、山西省开展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抓住影响营商环境和改革开放

的关键节点，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法律实施监

督，推动企业破产法有效实施，以法治力量推

动高质量发展。

　　执法检查组听取了吉林省、山西省贯彻

实施企业破产法的情况汇报。先后到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吉林森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中级人

民法院等地，检查企业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等

情况，并与法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座谈。

执法检查组认为，吉林省和山西省把实施企

业破产法作为改善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

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不断优化工作举措，完

善配套制度，依法规范企业破产行为，保护各

方合法权益，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

　　郝明金指出，企业破产法是市场经济的

基础性法律。自2007年颁布实施以来，对于规

范企业破产程序、促进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推

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意义十分重大。实施企业破产是推动市场

主体有序退出、实现市场出清的重要方式，有

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充分

发挥破产法律制度的作用，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春末时节，文瀛湖波光粼粼，岸边杨柳依

依。位于山西太原海子边街的文瀛公园景色

迷人。

　　湖南岸，复建的“省立第一中学校”石牌

坊前矗立着一尊彭真同志半身雕像，坐南向

北，笑对文瀛湖。

　　旁边，来自太原进山中学的学生正整齐

列队，分批次进入参观。

　　这里就是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

纪念馆所在地。早年，我党早期党员高君宇、

贺昌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等都曾在

此就读，并从事革命活动。

　　2002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彭真同

志生平业绩陈列展也同时对游人开放。2020

年，纪念馆被正式命名为“全国法治宣传教

育基地”。

生平陈列展现伟大一生

　　进入纪念馆大门，一幢三层的建筑便映

入眼帘，大楼呈灰色调，门额长匾上书“彭真

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门前，几

个刚刚参观结束的团队正在拍照留念。

　　“这几年来参观的团队和个人增加不少，

纪念馆年接待人数将近60万。今年是建党100

周年，平均每天有30多个团队预约。”纪念馆

馆长杨士彪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

　　拾阶而上，记者来到了位于纪念馆二楼

的彭真生平业绩陈列展。

　　陈列展有一个序厅、两个展厅，分追求真

理、投身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党和国

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时期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为了世界和平和

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

共产主义奋斗到最后共六大部分。

　　参加革命时的照片，宪法序言手稿、新中

国成立后出访时穿过的大衣，复原的北京住

所卧室，逝世后覆盖的党旗……

　　漫步陈列展，260余幅珍贵图片、100余件

实物、200余份文献手稿，真实再现了彭真同

志从早年参加革命与国民党斗争，到任职北

京市长为首都建设倾尽心血，再到为我国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殚精竭虑，最后弥留之际留

下“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后走完伟大的一

生，反映了彭真同志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

国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

业建立的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基人

　　在陈列展第二展厅，记者看到在巨大的

国徽映衬下，一面鲜红的法律宣传墙上由中

间到两旁依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16部法律名称。

　　法律宣传墙前，摆放着一块法律条文触

摸屏，点击按钮后，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为高考考生紧急办理一张新的身份证

需要多久？

　　北京市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5个

小时。

　　6月4日9时，王女士匆忙带着女儿来到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户

籍大厅向民警求助。

　　原来，王女士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其

身份证恰好于6月8日到期。由于一时疏忽，

没有检查身份证，收到学校关于查验身份

证的提醒后，才发现身份证即将过期。

　　民警一边安抚母女二人情绪，一边按

照高考期间快速受理申领身份证的操作程

序，将情况上报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

队身份证制作中心，同时上报分局人口支

队，并迅速对考生信息进行核实，为其拍摄

证件照。

　　12时30分，民警驱车前往身份证制作

中心，顺利取到王女士女儿的身份证后，马

不停蹄赶回通州。14时许，民警将新办理的

身份证送到王女士家中。从申领到拿证，全

过程仅仅用时5小时。

　　这是北京市公安机关为高考考生开辟

申领身份证“绿色通道”效能的生动展现，

也是公安机关护航高考、服务考生的一个

缩影。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

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千万，创历史新高。为

确保今年高考安全顺利，公安机关积极会同

教育等部门深入开展“护航高考”行动，创

新保障措施、优化服务举措，  下转第三版

□ 宣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深刻指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

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强调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

坚实的基础。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坚定

豪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百年

求索、百年奋斗的内在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道

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许

多呐喊和高歌犹在耳旁。走过风霜雪雨，创造

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用胜利告慰先烈：社会

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

未来：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世纪40

年代，古老的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

国门，中国命运从此进入前所未有的悲惨境

地。几乎是同样的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

未艾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科学社

会主义、对人类解放进步事业的伟大探索。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

割。“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

嗣同的这句诗，字字血泪、字字彷徨。太平天

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

国人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救亡图存之路；改良

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

义、实用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都

被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一个个方案都

试过了，却又屡屡化为泡影。一条条道路都探

寻了，却撞得头破血流。“无量头颅无量血，可

怜购得假共和。”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民水

深火热，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穿了资本主

义文明看似美好的幻象。无数仁人志士一次

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之约，这是

一个郑重的历史之诺！封建社会上千年来的

枷锁太严密，非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

旧布新。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的压迫太沉重，

非动员几万万劳苦大众的伟力不能与之

相抗。

　　李大钊赞叹：“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

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陈独秀宣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

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

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

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

关键。”年轻的毛泽东疾呼：“时机到了！世界

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

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

江两岸了！”

　　1920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岁的陈望道

在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的柴房里，废寝忘食

两个月，第一次完整译出了《共产党宣言》，首

印1000册即刻售罄，到1926年重印再版达17

次之多。先进的、不屈的中国人经过反复比

较、反复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

民的道路，作为始终不渝的志向。

　　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 中国共产

党诞生，胸怀着信念、嘱托和梦想，在上海石

库门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

航。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

燃，曾经困顿无望的中国就有了方向！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夏明翰在汉口

被捕，英勇就义前给妻子写信诀别：“抛头颅、

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

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

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像夏明翰这样为

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而不悔、坚信革命理想

一定会实现的烈士，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一旦

认定了信仰和主义，就再也没有彷徨过、动摇

过，不惜用青春和鲜血浇灌“共产花开”。

　　这个信仰和主义，闪耀着理想烛照人心

的光芒。《共产党宣言》描绘道：“代替那存在

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新

世界里，人的价值居于第一位，没有剥削、没

有压迫，劳动光荣、劳工至上，人人平等富足，

彼此亲如一家……这是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

新世界，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向往的“天下

大同”，吸引着无数先进分子心驰之、神往之、

践行之。

　　这个信仰和主义，揭示着社会发展演化

的规律。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生、逆之

者亡。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

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潮

流。经过科学理论武装、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

党，就具备了引领社会变革、推进正义事业的

自觉，就具备了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力量。

　　这个信仰和主义，指引着革命走向胜利

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

情、解决中国问题，鲜明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

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力量是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定条件

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人

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这些科

学认识，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引领着中国革命澎湃向前。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

炬下，我们党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敢于突击冲

锋，成功推进了北伐战争；正是在理想信念的

火炬下，幸存的共产党人掩埋了被反动派屠

杀的同伴的尸首，拿起武器、走进山林，投入

新的战斗；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红军将

士闯天险、战强敌，爬雪山、过草地，“风雨浸

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完成了彪炳人

类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在理想信念

的火炬下，党和人民用坚忍不拔、血战到底，

书写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壮歌，取得

了抵御外侮的最终胜利；正是在理想信念的

火炬下，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年时间就

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军队，彰显了什么

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8年浴血

奋战，28年砥砺前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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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组在吉林山西检查

护航高考

创新保障措施 优化服务举措

公安机关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今年高考期间，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组织14辆“爱心送考车”在

高考考点疏导交通，处理突发事件，为考生爱

心护考。图为6月6日，民警在车辆上粘贴爱心

送考标识。   

   本报记者 曹天健  

 本报通讯员 高启民 摄  

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

“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传承红色法治基因
“七五”普法巡礼

　　本报讯  记者张维

连日来 ，教育部会同中

央网信办、公安部等有关

部门并联合多家互联网企

业启动开展“2021高考护

航行动”。

　　2021年高考全国报考

人数1078万人，再创历史

新高。为全面做好2021年

高考安全保障、政策 宣

传、咨询服务等各项 工

作 ，教育部联合国家教

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相关单位共同启

动开展“2021高考护航行

动”。重点围绕考试招生

领域群众关心的突出问

题，多方配合，上下联动，

积极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

威、细致的招生政策咨询

服务，全力实现平安高考

目标。

　　据悉，高考前后，各地

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

将会同当地网信、公安等

部门集中开展“清理互联

网涉考违规违法公众账

号”“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

构官网标识”“打击销售作

弊器材”“加强考生志愿填

报指导服务”等专项行动，

全力保障实现平安高考，

努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

全、安 静、安 心 的 考 试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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