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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在帮教中司法”显成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1987年9月成立以来，坚持一手抓审判，一手抓帮教，以帮教促审判，寓审
判于帮教，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少年司法基本规律的少年审判海淀模式——“在帮教中司法”。26年来该少年法庭依
法审判了7400余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绝大多数成功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更有70多人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专院校，有463人考上了各类职业学校，所有非监禁刑犯再
犯率低于0.8％，并实现了26年无一信访案。26年来，这里不仅走出了全国法院模范、“法官妈妈”尚秀云，更是全国
首批“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先进集体”、“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的获得者。司法救助，

雪中送炭暖人心
法制校长，
甘做园丁育新苗

张 莹 李 森

亲职教育，指导家长教孩子

涉诉信息，限制公开巧维权
2014 年 5 月 28 日，在海淀法院积

极倡导下，海淀区政法委、公、检、
法、司、教委、团委等单位代表齐聚一
堂，共同为辖区未成年人送上一份节日
礼物——《关于北京市海淀区涉诉未成
年人信息限制公开的工作办法 （试
行）》正式签字实施。与此同时，新华
社等 20 余家媒体在该院发表共同声
明，承诺在新闻报道中保护涉诉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涉诉未成年人的
信息，海淀法院在没有任何先例参考的
情况下，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文意
精神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对确有
出庭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采用专业设
备同步处理其面容和声音，确保其在不
直接面对被告人的情况下，通过视频方
式参与庭审；向诉讼参与人等送达《未
成年人信息限制公开告知书》，告知其
不得公开和传播案件信息及卷宗材料，
并要求签署保密承诺书；对于涉及未成
年被告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案件，宣判时
限制旁听人员，只允许被告人的家属、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等参加，谢绝媒
体旁听，并向参与宣判的旁听人员送达
了《犯罪记录封存义务告知书》，明确
告知不得传播案件信息；裁判文书首页
上和骑缝处全部加盖“犯罪记录封存
不得提供他人”字样印章，归档时在卷
宗正副卷封皮上标注“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档案——未经批准，严禁查阅”

字样。卷宗单独管理，在档案库专门划
分封存犯罪记录的特定区域，避免与
其他卷宗混淆，并设专人管理，严格
进出规定，避免引发信息泄露。上述
做法，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了未成年人
信息进一步公开和传播，赢得了社会
各界一致好评。经该院积极推动，海
淀区政法各单位和海淀区教委、团委、
未委会办公室会签《关于北京市海淀区
涉诉未成年人信息限制公开工作办
法》，数十家媒体代表发表《关于在新
闻报道中保护涉诉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共同声明》。

《涉诉未成年人信息限制公开工作
办法》规范了涉诉未成年人信息限制公
开的对象、内容、方式、范围，强调同
等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期间
贯穿于诉讼与帮教工作全过程，限制旁
听人员范围。规范了犯罪记录封存的对
象、范围、方式、解封条件，首次将依
法不予刑事处罚、不负刑事责任、终止
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不起诉的案件以及
未成年人治安管理处罚案件均纳入封存
范围，强调关联性案件信息提示义务。
规范了政法单位的自我约束、保密义
务、告知义务，规定政法各单位不仅应
首先遵守保密义务，而且要告知初次接
触案件信息的诉讼参与人、帮教人员或
旁听人员等不得对外公开和传播，规定
了对社区成年服刑人员和未成年服刑人
员分开矫正的原则；以及与教委、团委

的工作协调、配合机制等等。
同时，为依法推进司法公开，保障

新闻媒体报道权利，维护涉诉未成年人
的合法利益，相关新闻媒体支持和响应
海淀法院的倡议，共同做出如下声明：
新闻媒体在对涉未成年人案件进行新闻
报道时，以客观、中立、公平为原则，
避免进行不雅、煽情、夸大以及可能妨

碍公正审判的倾向性报道；无论案件
所处诉讼阶段及裁判是否生效，新闻
媒体均不公开披露涉诉未成年人的身
份信息，亦不对可能直接或间接推断
出涉诉未成年人身份的相关信息进行
报道；新闻媒体不公布未经充分遮蔽
处理的涉诉未成年人照片、录像及其
他视听资料。

据海淀法院主管少年法庭工
作的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范君
介绍，海淀法院自 2006 年设立

“判后救助专项基金”，解决失足
少年回家难、上学难、看病难等
问题。少年法庭的法官们用感化
和嘱托一次次地把失足少年送上
返回家乡的路，一次次地为孤残
儿童治愈多年的顽疾，取得了良
好的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

随着救助力度和社会影响力
的不断增强，2012 年，少年法
庭以“法官妈妈志愿者团队”的
名义成功申请到中华少年儿童慈
善救助基金会“童缘”项目资助
的 20 万元善款，用于对诉讼困
境中的未成年人进行生存、心
理、技能、成长等全方面的救
助，这在全国尚属首例，也是海
淀法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
管理创新举措。

2013 年，海淀法院争取到
市财政拨款，获得少年司法救助
专项资金，全国首次实现司法救
助的政府拨款与慈善捐款互促共
进良性发展局面。2013 年 9 月，
海淀法院颁布了《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工作办法》和《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
行）》，对救助标准、救助类
型、救助对象、救助程序等进行
了明确，进一步规范了司法救助
的有序开展。

海淀法院至今共救助 46 名
处于诉讼困境中的未成年人，其
中救助失足少年 40 名、未成年
被害人3人、未成年民事原告人
2 人、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 1
名，通过集体回访形式帮教救助
失足少年 2300 余人次。其中，
有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回
族等 18 名少数民族少年得到救
助，他们将党的温暖和司法关爱
带回家乡，成为了传递民族团结
政策的友谊使者。

海淀法院少年司法救助对象
不仅包括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
人，还包括未成年被害人和民事
案件未成年原告，既是扩大未成
年人保护范围的体现，也是在国
家救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给予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及时
的、特别的关爱。

2014 年 5 月 28 日上午，六一
儿童节前夕，海淀法院迎来了 200
多名特殊客人——来自中关村一
小等9所学校的小学生和家长。在
法官们的带领下，他们观看升旗仪
式、走入庄严肃穆的法庭、体验模
拟法庭、聆听法制讲座。同学们争
先恐后地坐上少年法庭特有的U
型法台，敲响法槌，饶有兴致地扮
演庭审角色，近距离感受法律的庄
严和神圣。

自 2005 年以来，海淀法院每
年都举办六一儿童节专场开放日，
结合抗震救灾、奥运等时政热点，
将爱党、爱国主题与法制教育相结
合。一年一度的“六一”法院开放
日，已成为深受海淀区中小学校师
生欢迎的一项传统活动，至今已经
成功举办了十届，已有 2000 余名
少年儿童在该院度过了既新鲜又
难忘的儿童节。

2013 年，海淀法院专门成立
了法制校长工作领导小组，院长鲁
为亲自担任组长，选派 37 名优秀
法官担任辖区内 105 所中小学的
法制校长，其中有 20 人为中层干
部，占总数的 54%。针对随父母涌
入城市的部分农民工子女成为违
法犯罪高发群体这一问题，积极开
展“蒲公英工程”，深入打工子弟学
校开展法制教育，帮助流动的花朵
享受法制的阳光雨露。

目前，海淀法院面向中小学的
普法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
得了明显成效。现在几乎每个星
期，都能看到海淀法院法官们走进
学校开展法制活动的身影，授课对
象不仅有学生，还包括老师和家
长。除授课外，担任法制副校长的
法官们还针对未成年人思维活跃
的特点，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
性于一体的法制教育活动，让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教育，从
而提高普法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如
组织学生参观未成年犯管教所、看
守所，请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开
展警示教育活动，唤起学生的情感
体验；为了进一步推进法制校长工
作深入开展，海淀法院与教育部青
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中国政法大学
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中心）、北大
附中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对合作成
果、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和推广。

“怪不得孩子总不听我的，原来是
教育方法不对。当初早听到这种课，可
能孩子就不会犯罪了。”一位参加海淀
法院亲职教育课堂的家长感慨地说。

亲职教育，简言之就是对家长进行
“如何为人父母者”的教育。海淀法院
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发现，未成年人犯罪
与其家庭监护缺失、父母教育方式不当
有密切关系，要挽救孩子，必须先教育
家长。2013年 6月 7日，海淀法院“亲
职教育课堂”首次开讲，至今已邀请尚
秀云、李玫瑾、陆士桢、孙云晓等多位
专家为近百名触法、涉诉少年的家长进
行家庭教育指导。此外，海淀法院还开
展“亲职教育进学校”、“亲职教育进社
区”活动，深入辖区多个学校及社区开
展一般预防性亲职教育讲座，惠及近
4000名家长。2013年9月，海淀法院推
动并联合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

海淀区公、检、司、教委等单位达成
《关于共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
见》。

“小利妈妈，给你一张白纸和一个
玻璃球，你想象下小利就是这个玻璃
球，他想在白纸上无拘无束的跑来跑
去，你怎么做才能保护他不从白纸上掉
下去？”小利妈妈万万没想到，儿子开
庭受审，法官竟让他们玩起了游戏。

“哦，我明白法官您的意思了，要
避免孩子犯罪就得给他设‘墙’，教他
做人的底线和法律常识，让他知道什么
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经过几
番尝试，小利妈妈恍然大悟。

在法庭上引入亲子游戏，只是海淀
法院为强化“寓教于审”效果进行的有
益探索之一。目前，该院已将亲职教育
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一是庭前指导，
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及监护情况，帮

助家长准备教育发言；二是庭审教育，
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原因，指出教
育失当之处，引导家长反思；三是专家
指导，邀请心理专家与家长进行一对一
的心理访谈，并给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对于孩子来说，不能生活在一个
完整的家庭中，已是不幸，如果父母
不能妥善处理纠纷，会使孩子受到更
大伤害。孩子健康成长离不开你们双
方的关爱和努力，你们应用更多时间
考虑如何弥补离婚给孩子带来的伤
害。”拿到法官发放的 《家长手册》，
看到扉页上写的《法官寄语》，刚才还
吵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当事人都陷入了沉
思。

针对实践中部分当事人离异后仍对
立情绪严重，甚至以恶意诉讼等形式将
矛盾转嫁给孩子的情况，为帮助涉诉未
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海淀法院

少年法庭组织法官们根据典型案例编
写 《家长手册》 并免费向当事人发
放，引导他们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
出发学习家教方法，明晰法律责任，
合理解决纠纷。少年法庭还分别在母
亲节、父亲节的时候邀请专家就单亲
家庭的教育技巧等问题进行培训。

2014年1月，该院亲职教育工作
从全国 661 件报送事例中脱颖而出，
被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中国法
学会联合评选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法治保障制度创新”最佳事例。海淀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鲁为表示，我们
开展亲职教育，至少有两个期待。第
一个期待，是推动家庭教育立法，
解决亲职教育路径问题。第二个期
待是推动家长责任立法，让问题少
年的家长为其教养不当承担强制性法
律责任。

海淀法院院长鲁为带队送法入校园。 李 森 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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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兆顺不锈中板有限公司、庐江县矾山矿业有限公
司、江阴华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阴市华源科技有限公司、
杨兆顺、吴平女：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4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红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与被告马红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4） 京铁民初字第 1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陈绍强、何丽清、陈秀琴、陈云辉：本院受理（2014）静
民四（商）初字第21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山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刘进权、刘云铃：本院受理（2014）静民四（商）初字第
22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外滩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陈晓春、肖惠滨：本院受理（2014）静民四（商）初字第
26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郑成友、郑锦华、夏超超、郑惠、刘文锦、上海船涂宝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静民四（商）初字第19号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詹庆斌、郑丽琴、郑景灿、谢道云、刘林美、王林旺、占
爱平、上海宝树钢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14） 静民四
（商）初字第20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郑群：本院受理（2014）静民四（商）初字第27号原告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李志希、赵丽荣：本院受理王春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源商保
字第 1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荆宁林、肖湘敏：本院受理肇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 （2014） 源商保字第 20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牟艳权、肖金凤：本院对尚大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源商保
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湖南金庾农业有限公司、文林川、曾真、陈均：本院受理湖南

会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怀中民二初字第5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银杏王酒业有限公司、怀化市万源贸易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怀化市洪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怀
中民二初字第 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城惠业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郑永军、陈莉：本院受理

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盐商初字
第 00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2014）盐商初字第0012
号民事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营口信宏物流有限公司、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营口外轮代理公司诉你们公司、郭宏亮、钟秀菊海运集
装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
告送达 （2014） 大海商初字第 136号民事判决书。请于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余乃国、林孔恩、余学文：本院对福建闽洋燃料油有限公
司诉余乃国、林孔恩、余学文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 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王江美：本院受理原告蓝春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丽遂民初字第 2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遂昌县人民法院
上海怡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高田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台临商初字第321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满6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或涉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赵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施养芬、夏彩飞、夏波与被告沙天

强、赵永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三原告申请撤回对你的起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舟定民初字第 249-2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为：准许原告施养芬、夏彩飞、夏波撤回对赵永
强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浙江]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3月 27日作出 （2014） 青海法执字第 68-1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成立“鲁沾渔5067、5068”号渔船拍卖委
员会，定于2014年9月4日上午10时整在本院法庭对上述船舶
公开拍卖。凡需买船者，可于2014年9月3日16时前向拍卖委
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及人民币伍拾万元保证金。凡与被拍卖船舶
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拍卖委员会申请债
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联系人：
邱圆，0532-55786467。 青岛海事法院

李永成、代光成、王东：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通鑫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因涉
及司法鉴定事宜需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鉴定
机构，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向你们发出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于公告期届满后第三日（逾节假日
顺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
鉴定机构，若届时未到，视为你们放弃选取鉴定机构的权利。
本院将依照程序由到场的当事人摇号选取鉴定机构。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侯德富、代光成、王东：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通鑫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因涉
及司法鉴定事宜需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鉴定
机构，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向你们发出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于公告期届满后第三日（逾节假日
顺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
鉴定机构，若届时未到，视为你们放弃选取鉴定机构的权利。
本院将依照程序由到场的当事人摇号选取鉴定机构。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新疆巩留县塔斯托别乡团结村村委会申请认定兰
必照生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巩留县支行处存款
及利息为无主财产一案，现依法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
年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

[新疆]巩留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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