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 11月 17日 星期四 评论部主办 责任编辑 骆惠华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51 电子信箱押pinglun＠ｒｍｆｙｂ．ｃn

2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新闻·评论］

“人无信不立， 国无信不昌。” 诚
信乃做人之道， 行事之基， 立国之本。

当前， 中华民族这一千古信条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无论是屡屡发生的
瘦肉精、 劣质奶粉、 地沟油、 苏丹红、

假香米、 染色馒头、 塑化剂等置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不顾的食品安全事件，

还是剽窃学术成果据为己有和小悦悦
被车碾路人冷漠不相助等令人不齿的
道德事件， 无不深深地拷问着整个社
会的良知。 这些商业欺诈、 制假售假、

虚报冒领、 学术不端、 冷漠不助等现
象之所以屡禁不止， 其根源就在于诚
信失范已导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其
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令人震惊。

最近， 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制定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 会议要求， 把诚信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大力推进政务诚
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
建设， 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
信系统。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者， 在当前社
会诚信严重缺失的形势下， 必须坚守
“诚信至上” 的司法理念， 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 依法运用司法手段参与和服
务社会诚信建设， 努力倡导诚实信用

的社会风尚。

首先， 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 坚决打击不守诚信的违法犯罪行为。

纵观近年来屡屡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诸多
诚信缺失事件， 无不与违法犯罪成本低
和相关部门打击不及时、 不严厉息息相
关。 面对不守诚信的违法犯罪案件日益
高发的态势， 人民法院必须坚持有法必
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的法治原则，

依法对有损社会诚信的违法犯罪行为予
以坚决打击， 尤其要对那些坑蒙拐骗、

弄虚作假、 以次充好、 缺斤少两的商业
失信行为采取重罚措施， 让不守诚信、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法商家得不偿
失， 倾家荡产， 从而让其明白： 玩火者
必自焚， 任何违反社会诚信的违法犯罪
行为， 均是自掘坟墓， 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近年来， 人民法院先后依法从重
宣判了一批商业领域不守诚信的犯罪案
件， 有力震慑了犯罪， 对促进社会诚信
体系的建设和倡导诚信经营的社会风尚
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践证明， 只有坚定
不移地依法从重判处违反社会诚信的违
法犯罪案件， 才能实现以儆效尤、 净化
社会风气之目的。

其次， 人民法院应坚持“诚信为先”

的司法价值取向， 大力倡导诚信交易的

社会风尚。 “法者， 平讼争而保平安者
也”。 众所周知，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
法的终极目标， 而公平正义的基石在于
诚信。 因此， 追求诚信自然应成为司法
的价值取向之一。 当前诚信缺失， 既是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逐利至上” 的
结果， 更是信用市场中失信者驱逐守信
者、 失信者得利、 守信者遭殃的直接反
映。 面对诚信危机恶性循环的蔓延， 人
民法院只有坚持公平正义与“诚信为先”

的司法价值取向， 充分发挥自身调节社
会关系的专业优势， 通过不断强化劳动
争议、 合同纠纷等各类直接事关社会诚
信案件的审理， 才能切实鼓励诚信交易，

依法制裁恶意欺诈、 恣意毁约等失信行
为， 促使每个市场主体严格遵守诚实守
信的交易法则， 进而营造出“诚信为先”

的交易氛围和环境。

再次， 人民法院应发挥司法服务作
用， 努力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古人云：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遵守诚信， 既
是市场主体必须奉行的不二法则， 又是
立人、 兴业、 治家、 固邦的重要保障。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司法服务
社会诚信建设， 责无旁贷。 一方面， 人
民法院要通过依法审理婚姻家庭、 损害
赔偿、 相邻关系等民事案件， 促进邻里

家庭和睦信任， 并通过依法调节、 引导
社会关系， 促进人人诚实守信、 依法办
事， 努力推动遵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的形成。 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应正确处理
能动司法与主动服务的辩证关系，坚持在
能动司法中服务，在主动服务中司法，通过
深入开展调研，对社会诚信建设中出现的
有违诚信行为的手段、特点、规律，举一反
三地准确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时提出
司法建议，协助有关单位和部门寻求诚信
建设的法律对策，不断完善诚信建设方面
的监督机制， 堵漏补缺， 从而确保社会
诚信体系的不断完善。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曾言：“诚， 五常
（仁义礼智信）之本，百行（各种善行）之源
也。 ”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市
场经济的支柱，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根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
会诚信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人民法院作
为一支重要的构建力量，司法参与和服务
社会诚信建设，责任重如泰山， 既是职责
所系， 更是民心所向！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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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诚信建设 责任重如泰山

张智全

短评

微
言

大义
声音

看管孩子是父母的法律责任
虽然小悦悦已经在人们的遗憾中离开

人世， 但由事件引发的社会大讨论仍然在
进行。 其中， 大部分的言论在谴责社会道
德的堕落， 反思人性的冷漠。 可是， 作为
一名高校法律教师， 尤其是一名婚姻家庭
法教师， 我最想说的是， 小悦悦的父母在
事件中负有法律层面的责任。

这样的话大概会被认为不合时宜， 因
为小悦悦父母已经在遭受切肤的丧女之
痛。 但感性同情并不应该阻止理性分析的
脚步。 他们的法律过错在于， 作为一个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 没有尽到监护责任、 没
有保护好未成年的小悦悦。

我国婚姻法规定，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有抚养、 教育、 保护、 管教的责任。 父母
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义务， 要求父母应保
护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 防止和排除来自自然界的外力或社
会的人为因素对未成年子女人身或财产和
其他合法权益的损害， 其中对未成年子女
人身权益的保护是最为重要的。 而在此事
件中， 小悦悦的父母正是没有很好地履行
应当保护未成年子女人身安全的义务。 固
然， “工作忙， 事情多， 要为养家而挣
钱； 平时此处根本就没有过往车辆， 她也
经常在事发路段独自来往”， 这些小悦悦
父母的自我辩护能在情理上让人同情， 但
从法律意义上讲， 并不都能成为他们推卸
未保护好小悦悦责任的理由。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父母是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 对未成年子女有监督、 保护的
责任。 监护是指依照法律规定， 对特定的
自然人的人身权益、 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
保护的法律制度。 依据民法通则， 未成年
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是其父母。 作为未成年
子女监护人的父母， 应当履行监护职责，

保护子女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具体而言
:

对未成年子女的日常生活、 身
体发育和人身安全进行照顾和监督； 对
未成年子女进行思想品德和文化素质的
教育培养； 依法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进
行必要的管理和处分； 代理未成年子女
进行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活动； 当其监
护权受到不法侵害时， 有权诉请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保护。 父母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
受法律保护。

父母如果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
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行政责
任乃至刑事责任； 给未成年子女造成财
产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父母如果因
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无行为能力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给国家、 集
体、 他人造成损害的， 由父母承担损害
赔偿的民事责任。 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有
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父母监
护人的资格。

悲剧已然发生， 小悦悦再不能绽放她
可爱的笑脸。 要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度发
生， 我们在探讨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同
时， 尤其不能忽视对父母责任的重申和强
调。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 父母是最
重要、 最可靠的第一责任人！

———潘新 （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
院）

对什么是“证据”的不同认识成为人治
与法治的分水岭。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贵
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
案

(

草案
)

》对“证据”概念的修改具有重要
意义

转变政府职能
,

简单地说
,

就是要在服
务上做加法、管制上做减法

,

推进“管理行
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

———湖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许显辉认
为政府要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平衡

●网络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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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法律人都在积极探索先进的司
法理念，绞尽脑汁地借鉴、学习各国的先
进司法理念， 继而创新出先进的司法理
念。理论上的东西很多，洋洋洒洒，大块文
章比比皆是，成书立卷的也不少。 但我们
一线审判法官不少人还处于混沌状态，究
竟什么才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司法
理念呢？ 当詹红荔的先进事迹呈现在我
们面前时，禁不住眼前豁然一亮，很快就
明白了：詹红荔，她就是一个用适合我国
当代国情的先进司法理念办案的法官。

法律固然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詹红
荔办案却不是简单的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她
根据少年犯的特点，更多的是在扬善，她是
在小心翼翼、充满爱意地拨动少年犯那隐匿
的良善心弦，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去让问题少
年心中的“善”扩大、扩大、再扩大，将不良少
年心中的“恶”减少、减少、再减少。她的司法
理念也可以说是“减恶扩善”。

给孩子新生的机会。 詹红荔作为少
年审判庭庭长，面对少年犯，她没有把自
己看成高高在上的法官， 她的目光是向
下的、向善的，向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
子，无论他们多么恶过、坏过、让人不齿
过， 她坚信他们都能改好、 都能走上正
道，只要给孩子们新生的机会。为了孩子
的自尊， 她从不把回归社会的少年称为
少年犯， 而是亲切地称他们为“新生少
年”。 不但要给孩子机会，只要孩子有一
线希望，就绝不放弃。 正如她的“三不松
手”，她的司法理念就是给“新生少年”创
造一切机会、一切好的环境，再帮他们一
把，让孩子们很好地成长。

“分外”工作不分外。詹红荔是这样“功
利” 地回答记者关于她为什么热衷于“分
外”工作的：“未成年人犯罪可防可治。犯罪
少一点，我们就安全一点。”是啊，大多数法
官办案， 案子审结了也就轻松了、 没事儿
了， 至于当事人或犯人以后的事还想他干
什么，管那些“分外”事干什么呢？分内工作
还忙不过来呢。 而人家詹红荔却不是这样
的， 对她审过的每一个案子、 每一个少年
犯，她都在一直操着心、关注着孩子们的生
活、工作、思想状态，时刻都想着去帮他们
一把。 “‘案结’只是个逗号，‘事了’也仅是
个分号，‘人和’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
不是豪言壮语，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詹红
荔司法为民理念的真实写照。

其实先进的司法理念不应该是深奥
的法学理论、玄虚的法言法语，就应该像
詹红荔办案一样，是朴实无华的，是适合
我国当代国情的，是大爱无疆的，是人民
满意的，是有肋于社会和谐的。

———杨勇中国法院网

看了报道觉得这名女法官做得还是
不错的， 对的东西和事情也需要得到大
家的肯定和认可， 这样才能让这种精神
发挥和普及， 时代的进步和人性的转变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这名女法官
在自己的职业道德上为其他单位部门树
立了典范作用， 只有尽心尽责才能让社
会更加和谐美好。

———龙岩市网友漂流腾讯论坛
詹红荔法官从事少年审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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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始终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将少年审判工作
不断向庭前、庭后和庭外延伸，挽救了一批
又一批少年犯和问题少年，化解了一个又一
个社会矛盾，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是位令人敬佩的好法官。

———

rachel2011

光明网
法官詹红荔感人的先进事迹报道，

犹如寒冷的冬夜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

让我们感受到新时代在公务员当中仍然
有可亲可敬的英模人物出现。 期待能有
更多詹红荔式的英模事迹报道！

———惊堂木闽北在线
今天大家都说道德缺失的社会上，

相信还是有“大爱”在的！ 我们需要詹红
荔这样有社会责任感、有博大爱心、平易
近人的法官！

———

linbear

新华网发展论坛

用先进司法理念办好案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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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7

日（总第
5142

期）

申请人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水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码
GA01 00083170

， 票面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出票人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
司，付款行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现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玉兴路支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

1020005220086120

、票面金额人民币
15

万元、付款行工行亳州市分
行、出票人安徽省世茂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商丘分
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安徽
]

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滕嘉木业经营部因遗失银行支票一张， 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票面
金额为

4374

元，出票人为佛山市易隆厨卫制品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盐步支行， 持票人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滕嘉木业经
营部，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收款人处为空白。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皇海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支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票面金额
为

57370

元，出票人为佛山市南海区莱欣家具厂，出票行为佛山市南海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沙头南边分社， 持票人为佛山市顺德区皇海化工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3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县陈屿宏汉汽车配件厂因不慎丢失一张号码为

30100051/

20947322

，出票人为柳州五菱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持票人和收款人为玉环
县陈屿宏汉汽车配件厂、 付款银行为交行柳州分行铁路支行、 出票金额

2

万
元、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23

日的银行承
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西
]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新远程电缆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 本院已经受理。 现依法公告。 该票据记载： 汇票号
40200051

、

20168890

，面值为
100

万元，出票人邯郸市鑫德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收款人为邯郸市华北物资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4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该汇票由收款人转让后，

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北
]

邱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栾川县金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40200052

20775106

，金额
500000

元，出票人洛阳市威博石材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洛阳
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27

日， 到期日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付款行西工信用社，票据经背书转让，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栾川县金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
40200052

20775091

，金额
500000

元，出票人洛阳市威博石材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洛阳
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27

日， 到期日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付款行西工信用社，票据经背书转让，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十堰市德玺化工有限公司， 因遗失票据号为
30800053/92345203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整、出票人为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东风活塞轴瓦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鄂州市风华电子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因遗失票据号为

30500053/

20280546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3041.70

元、出票人为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武汉飞捷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沂路通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银行行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票号

31300051/00300015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3

月
2

日，出票人无锡
市新大洲空调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市苏顺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中建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于

2011

年
7

月
6

日
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31500051/20248522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人张家港新东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收款人张家港市汇丰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到
期日

2012

年
1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市春风氨纶纱线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30500053/20203509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吴江市鹿鸣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吴江市金佳纺织有限公司，

到期日
2011

年
10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名程不锈钢链条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31400051

20268649

， 票面金额
2

万元， 出票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
2011

年
5

月
24

日， 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11

月
24

日， 出票人无锡市江南清洗机厂， 收款人无
锡国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
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江苏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以下简称北京

分所） 于
2009

年
10

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

是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七家分所之一。 从
2011

年
7

月起，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制造北京分所停
业整顿的谣言及采取其他措施恶意损害北京分所
的声誉和形象，为澄清事实，现严正声明如下：

一、北京分所自设立至今，业务一直正常开展，

从未停业整顿。

二、

2011

年
8

月
12

日，经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决议， 黄维领被免去北京分所负责人的职
务，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三、对于任何制造、传播关于北京分所停业整顿
谣言及损害北京分所的声誉和形象的单位和个人，

本所将循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严正声明

10204430

10069470

40204430

14861805

上接第一版普陀法院执行庭庭长
章思广认为， 践行“忠诚、 为民、 公
正、 廉洁” 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要真正
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千方百计帮
助胜诉当事人兑现其合法权益， 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要求，

各地法院务必结合本地实际， 全面贯
彻落实。 江苏各级法院也掀起了学习
的热潮。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薛剑祥说， 党组要求找准法院工作与
文化建设的结合点、 着力点， 注重公
正处理文化产业纠纷。 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刘华学习后提出三点具体
要求： 一是全市法院要深入学习周永
康同志重要讲话； 二是更好地发挥审
判职能； 三是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
和周永康同志重要讲话为契机， 大力
推进淮安法院文化建设。 仪征市人民
法院院长张澎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

该院共审理涉及黄赌毒犯罪案件
11

件，

积极支持依法行政， 审理涉及文化产业
的行政案件

7

件， 维护了仪征健康繁荣
的文化市场秩序。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
院的“干警文体艺术馆” 近日落成， 它
既是干警文体活动的场所， 也是该院弘
扬法治文化、 廉政文化、 展示干警才艺
的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院长石
水根表示， 将坚持从理念更新入手， 加
强法院干警的思想精神塑造。

（记者鲍雷刘玉民卫建萍
闫继勇娄银生）

上接第一版
黄尔梅指出， “四个必须”、 “五

项制度” 全面、 深刻揭示了人民法院涉
诉信访工作的内在规律， 系统总结和提
出了当前涉诉信访工作的基本要求， 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人民法院涉诉
信访工作的指导方针， 也是必须遵循的

工作思路、 方法和要求， 具有极为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各级法院要不
折不扣地做好这项工作， 不断总结经
验， 为解决涉诉信访提供好的抓手。

考察期间， 黄尔梅还与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了座谈， 向他们
通报了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各方面工

作的开展情况， 征求他们对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黄尔梅指出， 认
真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监
督， 是人民法院工作重点之一。 代表和
委员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有肯定也有
期望，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要认真对
待， 从而更好地推动下一步工作的开

展。

考察期间， 黄尔梅还深入两地高级法
院、 部分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进行了工作
调研， 对他们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
肯定。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天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少平陪同考察。

上接第一版我下意识地说： “现
在真要好好做人、 做事了。” “放心吧，

我不会辜负您的。” 我愣住了， 半天说
不出话来。 第二天不由自主地调出他的
案卷。 还是那些材料， 但却看到了另一
个他， 一个

14

岁孩子的痛苦、 艰难和
不易。 没想到那一拍， 会出现这样一个
令人欣喜的结果。 我不经意间改变了
他， 他也改变了我。

这让我认识到， 法官的责任不仅仅
在法庭， 爱的引领和判后帮教更漫长，

对于犯了罪的青少年， 只有走进他们的
内心世界， 用真情和爱心洗涤他们沾满
尘灰的心灵， 使其真诚悔过， 这才是少
年审判的良方。

少年案件牵涉面广， 公正和
真诚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2003

年初， 我到新成立的少年庭
工作， 有个案件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这是一起因为几句口角而引发的青少
年聚众斗殴事件， 一名学生当场死亡。

庭审时， 被害人村里
200

多名乡亲聚
集在法院门口， 打出“杀人偿命， 血
债血还” 的横幅， 见到被告人家属就
打。

一边是被打死的少年那充满仇恨的
亲属， 另一边是需要拯救的少年和被仇
恨包围的家长。 我想， 冤冤相报必将
引发更大的矛盾， 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解
开他们仇恨的心结。 庭后， 我多次前往
看守所， 帮助失足少年认清自己的罪
责； 连续几周做被告人家长工作， 促使
他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赔偿来表达歉意。

同时， 我还三番五次到被害人村里， 向
他的家属和乡亲们解释法律的有关规
定， 从法理和情理上去说服、 安抚， 做
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工作。 有些乡亲认
为， 我是来为被告人说话的， 冷眼、 脏
话一股脑儿对着我。 说实在的， 当时还
真受不了， 但我告诫自己是来工作的，

不能急、 不能躁， 让乡亲们把情感宣泄
完后， 再耐心依法做工作。 就这样， 来
来回回地奔走着。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双方家属都
意识到， 我是在真心为他们想办法解决
问题， 会公正判决的。 最终， 这个案件
以最稳妥的方式结案： 民事部分， 被害

人家属在拿到了近
60

万元的赔偿款后
撤诉， 并对几名未成年被告人出具了谅
解书； 刑事部分，

10

名被告人中，

4

名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6

名未成年
被告人被判了轻刑。 接下来， 我又到学
校协调， 为几名罪责较轻的未成年被告
人争取到继续学业的机会。 各方对裁判
结果均表示满意， 一场一触即发的“风
暴” 平息了。 我由此体会到， 我们审理
每一起案件， 很重要的是化解案件背后
的矛盾。 只要真诚， 就能唤醒当事人的
理智； 只要用心， 就能找到化解矛盾的
办法； 只要公正， 就能赢得当事人的信
服。

社会转型时期， 教育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显得尤其重要

在少年庭工作， 我考虑最多、 感到
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 有时一件小事就会让一个孩子失去
理智走向犯罪， 害人害己害社会。 我

想， 如果能让他们懂得是非善恶， 防患于
未然， 那远比等他们犯事了再挽救更有意
义。 于是， 我们走进学校、 社区， 尝试着
和家长、 老师沟通， 做一些对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有益的努力和实践。

现在孩子接收的信息量很大， 思想活
跃， 要想走近他们， 让他们接受你的观
念， 并不容易。 我只好多学一些知识， 经
常向在大学读心理学的女儿讨教， 了解年
轻人的思想喜好， 了解时下潮流风尚。 年
轻人喜欢网上聊天， 我特地申请了

QQ

；

年轻人反感说教， 上法制课时， 我更注重
让他们自己去感受； 现在孩子表现欲很
强， 我更愿意组织一些“模拟法庭大赛”、

“法制漫画大赛”、 “演讲比赛” 等活动，

让他们身临其境地去体验； 知道现在很多
家长对叛逆期的孩子无所适从， 给他们一
点建议； 获知一些回归社会的新生少年遇
到困难， 给他们一点帮助……渐渐地， 大
家接纳我， 信任我， 也接受了我的观点。

磨刀不误砍柴工。 近几年， 我们庭审
理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越来越少， 这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预防犯罪的
工作中。 我深深感悟到， 法官不仅仅是法
律工作者， 也是群众工作者， 回应百姓关
切， 做好群众工作，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

要将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了孩子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