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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依法文明执行
无关颜面扫地

刘 勋 陈晓霞

延伸家事审判 把握重塑家风“窗口期”
袁荷刚

法治时评 ▷▷

家庭的私密性和自治性导致家风建设存在着一定的方法和路径难
题；家事纠纷化解程序能够充分利用“窗口期”，进而发挥重塑家风的功
能；精准引导和多元聚力是家风建设新路径。

离婚了，补偿抚养费可以有
吴元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广大家庭都要
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党的十
九大报告也多次强调加强家庭美德建
设。家风作为家庭世代相传的文化基
因，对个人成长、家庭和谐，乃至社
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的私密性和自治性导致家
风建设存在着一定的方法和路径难题。

家风的形成，有赖于家庭成员间
长期的价值观熏陶、互动关系塑造和
行为模式养成。家风是家庭长期而具
体的生活经验的浓缩和升华。家风的
改善需要对家庭生活关系和价值观念
进行针对性的重塑。

然 而 ， 家 庭 作 为 私 人 生 活 领
域，具有很强的自治性和私密性，
受到个人和自由隐私权高强度的保
护。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如不涉及
违法犯罪，公权力对其家庭生活不
能加以干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
大家族分解为核心家庭，家庭面临
的来自熟人社交网络的观察和评价
压力也渐渐减轻。因此，相对于传
统家庭，现代家庭对内具有很强的
自治性，对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这种现象造成了对部分存在不良家
风的家庭缺乏有针对性的引导手
段。家庭关系的私密性导致部分家
庭的价值导向偏差、家庭关系不健
康，甚至存在一定的家暴等问题，
如果家庭成员没有主动寻求帮助，
外界往往就难以知晓，更遑论加以
引导。

因此，现代家庭对外界而言，具
有了一定的“信息暗箱”属性。将外
界正能量和正确价值观念引入“问题
家庭”，进而改善其家风，存在着一
定的方法和路径难题。

二、家事纠纷化解程序能够充分
利用“窗口期”，进而发挥重塑家风
的功能。

如何在尊重家庭自治和隐私权的
前提下，打破“信息暗箱”，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改善、重塑
家风，传承家风？

笔者认为，家事纠纷的多元化解
过程就是最好的机会。因为选择进入
家事纠纷多元化解程序的家庭，家庭
关系都已经出现一定问题。当然家庭
关系的问题并不必然意味着家风存在
问题。但这些“送上门”来的家庭纠
纷，却恰恰是私密封闭的家庭自愿打
破“信息暗箱”，主动向外界打开了
一扇窗。通过这个窗口，外界力量才
有机会介入家庭，在解决家事纠纷的
过程中，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对家
庭成员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对家庭
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进行重塑。家风
虽然表现为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处
事原则等思想性、观念性的抽象的东
西，但这种思想和观念并非凭空产生
和一成不变的。通过精心设计的纠纷
解决程序，辅之以心理疏导和定期回
访、长期帮扶，完全有可能改变家庭
成员的价值观念，形成新的良好家
风。而良好家风的建立，既标志着家
事纠纷解决成果的长期化牢固化，也
标志着家事纠纷多元化解程序最高目
标的实现。

同时，将家事纠纷置于外界的多
元处置程序中，对家庭成员来说，本
身就是循环重复的旧的家庭生活的重
大变革，是重大而新鲜的生活经验，
也是充满希望和变数的人生“窗口
期”。这种人心思变的家庭氛围，也
蕴含着家风改善的希望和契机。因
此，选择进入家事纠纷多元化解程
序，对外界和家庭成员本身都意味家
庭关系和家风形成的重要“窗口期”。

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家事案件
175.2万件，占法院全部收案民事案件
的三分之一。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家
事纠纷通过其他程序化解。如此案件
量背后是数量庞大的当事人。数量巨
大的“问题家庭”在寻求救济，意味
着这些家庭中存在家风问题的家庭面
临着改变和改善的契机。这些家庭家
风“改造”成功，又将以点带面，影

响乡邻社区，改善乡情民风政风国风。
三、精准引导和多元聚力是家风

建设新路径。
结合所在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创新项目及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试点单位经验，笔者认为应充
分发挥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体多
元、方法灵活、协调配合的优点，坚
持“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引
领、社会参与、专业介入”的思路，
以家事纠纷多元化解为切入点，构建
良好家风建设的顶层设计。

党委的重视和协调是良好家风建
设合力形成的前提。地方党委要从提
高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高度
重视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一方面
继续对党员干部家风家教从严要求，
保障良好党风政风的形成，形成示范
引领效果；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广大群
众开展良好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充
分组织动员各界力量参与到广大群众
的良好家风建设中来。

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有关工作顺利
开展的保障。各级政府应将有关事项
纳入预算，加强在经费、人员、编
制、组织机构上的保障力度。

法院的指导引领着家事纠纷多元
化解过程中家风建设正确价值方向。
笔者所在法院与所在市综治办、公安
局、妇联等 15 个部门联合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与公安局、妇联联合出
台推行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联动机
制，与民政局联合建立了家事工作协
作机制。法院专业的家事法官、家事
审判庭和家事审判辅助团队，指导多
元解纷主体在纠纷化解中坚持正确的
价值导向，注重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良
好行为准则，促进家德家风建设，杜
绝封建落后思想对正确价值观念培育
的干扰。比如，定期向民政局派驻人
员对离婚常见问题加强交流，并在婚
姻登记处设立“婚姻课堂”，定期指

派或聘请家事法官、心理咨询师、婚姻
家庭咨询师对新人进行婚前授课，倡导
共创平安家庭、弘扬和谐家风。

社会的广泛参与是良好家风建设成
败的关键。“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正因为家
事纠纷的复杂性和家风的多样性，“问
题家庭”的“症结”也千差万别。笔者
所在法院协调组建了包括基层组织、乡
贤、律师、代表、委员、志愿者、热心
群众等在内的家事纠纷调解员队伍，广
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人士利用自身优
势的深度参与，一案一策、精准引导、
对症下药。

专业力量的介入是提高工作效能的
助推器。笔者所在法院还与高校、心理
咨询师协会、志愿者组织等合作，充分
运用心理咨询师、婚姻咨询师、社会工
作者、家事调查员等人员的专业技巧为

“问题家庭”把好脉，开好药，取得了事
半功倍的效果。通过三年来的实践探
索，有近三分之二家事纠纷在诉前得到
化解，进入诉讼程序案件同比大幅度减
少，不仅妥善化解了家事矛盾纠纷，促
进了家庭和睦，而且培育了良好家风，
带动了社会风气好转。2017 年 12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新乡召开全国部分
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
工作推进会，交流了新乡家事审判经验。

家风正，民风纯，政风清。将家事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目标进一步上升到改
善家风民风层面，把握好家风建设“窗
口期”，多元参与、形成合力、精准把
脉、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在纠纷化解
过程中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正确家庭和价
值观念，可以有效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
和传承，进而以当事人为中心，将良好
家风的影响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之
中，促进全社会弘扬发展优秀的家风文
化。

（作者系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河南
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完整的抚养义务应当体现为
不间断性，不管分居、离家还是
离婚，不直接抚养孩子都应当支
付抚养费。

妻子离家杳无音讯，多年后却到
法院起诉离婚，在家抚养孩子的丈
夫，是否有权要求对方补偿离家期间
对孩子的抚养费？近日，广东省平远
县人民法院对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作出
判决，准许双方离婚，但原告除了按
月支付孩子抚养费外，还须补偿被告
离家期间的抚养费。

原告离家多年，不尽夫妻义务，
致使双方失去感情，判决离婚在意料
之中；夫妻对子女的关系并不因为离
婚而消除，子女无论由哪方直接抚养
仍是双方的子女，判决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一方支付抚养费是法律规定，也
是应当的；唯独判决不尽抚养义务的
一方补偿对方抚养费，把先前应尽而
未尽的义务补上，有些出乎意料，并
使人眼前一亮。

众所周知，不管婚姻法还是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都只是规定了离婚后子女的抚养
与抚养费问题，而没有就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一方不尽抚养义务问题进行规定。
而且，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等收
入、收益都归夫妻共同所有。亦即，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管谁挣的钱，都属
于双方的共同财产。由此一来，不管谁
把挣的钱用于抚养孩子，都可视为双方
共同抚养。从而，对于一方不尽子女抚
养义务对方进行索要的，几乎没有支持
的。

平远县法院不因循守旧，而是判决
不尽义务一方补偿对方子女抚养费，笔
者认为，这更公平合理和符合法律精
神。毕竟，共同收入、共同财产和共同
债务，等等，都是建立在共同生活和正
常夫妻关系基础上的。像该案这样一方
离家多年杳无音讯，根本就是不让对方

知悉自己信息，性质是对对方和共同生
活的摆脱，尽管夫妻关系在名义上存
续，但因为各自独立生活而与路人无
异。这种情况下，谁都只能掌管自己的
收入而不能掌握对方的收入情况，收入
共有并没有现实基础。而对子女尽抚养
义务的表现也只能是亲自关照、抚养或
者支付抚养费，而不是把对方尽抚养义
务视同为自己也尽了义务。

既然子女完全由一方抚养而另一
方未尽义务，既然抚养子女是双方的
共同义务而非可以弃之不管、把义务
都推给另一方，那么，让未尽抚养义
务的一方给予对方抚养费补偿，使其
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就是应当
的。对子女尽抚养之责，并不因离不离
婚而不同。

不仅如此，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还规
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反推就是，

各自所负的债务各自偿还。根据权利与
义务对等原则，各自所得也应当归各自
所有 （除了相互扶养的义务）。所以，
对第十七条的完整理解应当为，夫妻在
共同生活期间，收入共有、债务共负；
在分开生活特别是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或
者像该案这样一方离家且杳无音讯情况
下，不仅债务自负收入也应归各自所
有，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尽抚养义务
的话，就应当自己出抚养费，像离婚后
那样交给直接抚养方。

总之，完整的抚养义务应当体现为
不间断性，不管分居、离家还是离婚，
不直接抚养孩子都应当支付抚养费。平
远法院的判决既是对那些不直接抚养孩
子的父母一个提醒，也为所有法院判决
此类案件提供了判例。还望各地法院都
以该判决作指导，使不直接抚养孩子的
一方承担或弥补抚养义务成为一种通
例，不管婚内还是离婚后。

“人民建议征集”应推而广之

人民建议征集开始啦！据报道，
北京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日前发布
今年 18 个方面的人民建议征集参考议
题，包括新版城市规划、疏解整治促
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领域。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这句古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
建议征集的重要性、必要性。党的十
九大报告，更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内容。明确了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根本力量。

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当然
是个大题目，但毋庸置疑，开展人民
建议征集，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不可
或缺。从这一意义上讲，这项活动就
不应止于一些“小打小闹”，更不是可
有可无，而是应与时俱进，推而广
之，成为各地的一种“标配”。同时，
要加强宣传引导，细化规则，不断提
升建议征集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助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
为民的责任担当。这方面，北京、上
海等地，都已进行了较好的尝试，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他地方不妨引以
为鉴。

——张国栋

让官场“二传手”没市场

在我国基层治理链条中，一些干部
机械地做着“二传手”工作，他们看起
来事事经手，似乎工作繁忙，却不思
考、不研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
落实文件，执行政策照抄照搬，决策推
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此类干部，
被干部群众戏称为“二传手”干部。

在机关、事业单位内部，每一级有
每一级的明确责任、每个岗位也有每个
岗位的具体要求，各司其职、配合到
位，工作才能航行有序、行稳致远。但
如果其中某个环节“断了片儿”“掉了
队”“跑了调”，就毫无疑问会对工作实
效产生负面影响。倘若这些工作再转嫁
到下级身上，很容易导致当前一些基层
所反映的“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基
层苦、基层累”的现象。

常听一些基层同志抱怨，“官大一
级压死人。”为何出现此类观念和认
知？想必与官场“二传手”不无关系。
有的上级单位拿“上级”这个“势”
做文章，把自身责任层层下压，也不
管下级单位是否有权限、是否有能
力、是否有作为，只要自己“无事一
身轻”就好，似乎只要将责任传导下
去，就与己无关了。更有甚者，成为

“创新型的二传手”，工作层层转嫁的
同时，还会层层加码，让基层同志身
累心更累。

官场出现“二传手”并非什么新
问题，但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今天，这样的问题依旧存在，就不得不
令我们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复
性、顽固性了。对个别上级单位或领导
干部而言，都知道“二传手”的严重危
害，但偏偏就在工作的推进、责任的落
实中不思改进。

由此可见，铲除官场“二传手”的
滋生土壤刻不容缓。这不仅是为了实现
上行下效、各司其职，进一步解放基层
干部的生产力、落实力，更是为了营造
更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在增进人民
福祉、推动改革发展上谋实绩、抓实
干、促实效。

——储旭东

“拘留？”听到执行法官宣读拘
留 15 日的决定时，因未承担保证人
责任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陕
西省某局女副调研员李某一脸惊
讶。得知必须要戴手铐走出正开会
的大厦时，她能做的只有把外套搭
在双手上。“这样出去比较怪，咱们
都是公职人员……能不能不搀我，
让我自己跟着走？”被拒绝后，李某
被女法警带离。

最让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尴尬的
莫过于在会场被带走。会场上自己上
级下级以及同事都在，这就相当于
让自身的污点直接曝光而且是向熟
人曝光，这对会场的其他人来说何
尝不是一种震慑和警醒，所以尴尬
的还不限于当事者。法院执行工作
中经常会遇到具有公职身份的被执
行人，这些公职人员依仗自己的身
份地位无视法院裁判，认为法院不
敢把自己怎么样，甚至动用各种关系
给法院施加压力。有些法院的法官生
活在不大的熟人圈子里，与某些公职
人员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强制执行
他们也感觉比较棘手，害怕伤了对方
的颜面。

不可否认，公职人员拒绝执行法
院生效裁判是很坏的榜样。公职人员
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公职人员，如果都
像李某这样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那么就会引发更多的人效仿，如果不
能彻底执行涉及这些特殊主体的案
件，执行工作必然陷入举步维艰的困
境，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以及司法
的权威性都将被严重打击。不坚决强
制执行这些案件，申请执行人必然会
认为法院执行欺软怕硬，不满的情绪
就会变成言论四处扩散，法院再多的
辩解都只能苍白无力。

公职人员敢拒绝执行法院裁判，
其实是低估了法院强制执行的决心。
他们认为自己与法官同属公职人员，
强制执行也会波及自身形象，影响职
业共同体的和谐，甚至认为公职人员
之间的“彼此伤害”会让领导不满
意，影响领导颜面。从报道反映的
信息可以看出，这位在会场被控制
的副调研员非常在乎颜面，她向法
官提出“不戴手铐”“不让法警搀
扶”“用外套盖住手铐”等请求，法
官仅满足了她“用外套盖住手铐”
的请求，其实“会场被带走”“被法
警搀扶”已经让其虚伪的颜面碎了
一地了。

作为公职人员，最大的颜面就
是遵纪守法，绝对不是让司法机关
畏惧自己。司法实践当中，大部分
公职人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因为为
亲友作担保，债权人同意让公职人员
当担保人，看中的不就是公职人员遵
纪守法的职业颜面吗？这些情况也给
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那就是要慎重
利用个人职业身份给他人提供担保，
如果提供担保后债务人无法履行，担
保人要承担代为偿还的责任，这就是
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公职人员纵然
有委屈也不能逃避责任。

在网络舆论上，法官在会场直接
拘留失信公职人员被高度肯定，这充
分说明法官的坚决执行，顾及了法律
的颜面，捍卫了公平正义，让群众满
意了。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仗
的号角声中，群众希望看到更多这种
敢于碰硬的强制执行。

本院受理周清申请宣告刘武斌失踪一案，经查：刘武斌，男，
192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
号13楼1门302号，于1993年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武斌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聪申请宣告王瑞庭死亡一案，经查：王瑞庭于
2012年10月23日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瑞庭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瑞庭
死亡。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翟自忠申请宣告苏桂芹死亡一案，经查：苏桂芹，
女，196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八
间房243号，身份证号11010519620623652X，其于2009年5月3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苏桂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
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死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 院 受 理 李 钊 明 申 请 宣 告 陈美芬（身 份 证 号 码 ：
452421195205183245）失踪一案，经查：陈美芬，女，1952 年5月
18日出生，汉族，广西岑溪市人，原住岑溪市波塘镇蛟塘村上村
组23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陈美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民一庭联
系（办公电话：0774-8232995）。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广西]岑溪市人民法院

本 院 受 理 李 钊 明 申 请 宣 告 李昆媚（身 份 证 号 码 ：
450481199506143223）失踪一案，经查：李昆媚，女，1995 年6月
14日出生，汉族，广西岑溪市人，原住岑溪市波塘镇蛟塘村上村
组23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李昆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民一庭联
系（办公电话：0774-8232995）。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广西]岑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高翔申请宣告王艳彬失踪一案，经查：王艳
彬，女，198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陆
营镇王宅村王宅375号，公民身份号码411303198211075600。于
2015年3月外出务工，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艳彬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艳彬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王艳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王艳彬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姿怡、刘航硕宣告张伟娟失踪一案，经
查，张伟娟，女，汉族，生于1985年6月15日，住禹州市古城镇狮
子口村三组。自2011年2月从家出走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望张伟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古
城法庭（0374-8621610）联系。公告期为3个月，公告期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决。 [河南]禹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彭先明申请宣告彭霞
死亡一案。申请人称，与被申请人系父女关系，因被申请人患智残，
于2000年9月离家走失，至今未归，四处寻找无下落。下落不明人彭
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彭霞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彭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彭霞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潘树根申请宣告潘
树光死亡一案。申请人称，与被申请人潘树光系兄弟关系，因被申
请人潘树光于2004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亦未有被申请人潘树
光的任何消息，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潘树光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潘树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潘树
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潘树光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钱洁申请宣告徐伟死亡一案，经查：徐伟，
男，1965年6月17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610421196506170512，
原住无锡市滨湖区梁湖家园78号301室，自2007年8月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徐伟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本院将于公告期
间届满后第4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法庭
开庭审理并依法判决。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阿力满其其格申请宣告宝民死亡一案，经查：宝
民 ，男 ，蒙 古 族 ，1984 年 9 月 10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21092119840910841X，辽宁省阜新人，原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于寺镇沙力土20号，于2018年1月8日在出海作业期间

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
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宝民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宝民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受理申请人董飒申请宣告周勋死
亡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周勋，男，汉族，1990年6月28日
出生，住辽宁省新民市金五台子乡鲶鱼泡村21号，其于2017年
12月6日随“辽大甘渔13033”号渔船出海时落水失踪，至今下落
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下落不明人周勋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周勋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周勋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周勋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3日受理申请人孔令艳申请宣告孔祥斌死亡
一案。申请人孔令艳称，我是孔祥斌的女儿，孔祥斌于2006年9月份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我于2016年3月和2017年3月到大连市公安
局沙河口区分局侯家派出所报案，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街道办事处经
调查孔祥斌于2006年9月离家出走情况属实。下落不明人孔祥斌应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孔祥斌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孔祥斌生
存状况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孔祥斌情
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向洪平申请宣告向政孝
死亡一案。申请人向洪平称，向政孝（男，192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
户籍住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昆嵛山路56号楼一单元101号）于
1993年6月13日走失，至今25年杳无音信。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
明人向政孝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向政孝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向政孝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向政孝情况向本院报告。[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桂芳申请宣告刘健
失踪一案。申请人张桂芳称：刘健，男，196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
住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建设镇麻柳村4组21号。刘健于2008年外
出务工，至今未归。期间刘健的家人曾于2012年7月24日在福建日
报刊登寻人启事，于2012年8月20日到自贡市贡井区建设镇派出
所报警，均寻找无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
刘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刘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刘健情况，向本院报告。[四川]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罗仕琼申请宣告张少
莲失踪一案。申请人罗仕琼称，被申请人张少莲于1990年外出至今
下落不明，无法联系，故申请宣告张少莲失踪。下落不明人张少莲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少莲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张少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张少莲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筠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阳世辉申请宣告欧光明失踪一案，经查：欧光明，男，
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恒升镇
梓潼村2组22号。被申请人欧光明于2011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欧光明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恒升法庭联系（联系电话0826-2592204）。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常淑梅申请宣告滕威信死亡一案，经查：滕威信，
男，197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舆县李屯镇官余村
委滕庄，于2017年5月8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
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滕威信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金连申请宣告万金玉死亡一案，经查：万金
玉，男，1975 年 12 月 13 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
族自治县桲罗台乡桲罗台村万家沟 4 号，于 2017 年 5 月 8 日
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
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万金玉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天津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国兰、何世明申

请宣告何国华死亡一案。经查，何国华，男，1943年7月16日出生，
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垫江县高峰镇民主村7组，公民身份号
码:512322194307165278。于2010年9月走失至今，8年之久，音信杳
无。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何国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年。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重庆]垫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连荣申请宣告王连金死亡一案，于2017年
12月2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8年3月23日依法
作出（2017）辽72民特160号判决书，宣告王连金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爱红宣告张雷（身份证号：370322197810313114）
失踪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
并于2018年3月26日依法作出（2017）鲁0322民特55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张雷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高青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向英申请宣告常福强死亡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
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申请人
李向英称，常福强是“辽绥渔0388”号渔船上的船员，2017年10月
9日在海上作业时，船员常福强被锚绳带入海里，至今下落不明。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
宣告常福强死亡。经审理查明：下落不明人常福强，男，1968年2月
17日出生，汉族，原住辽宁省绥中县王宝镇西孙村孙屯031号，系
申请人李向英之夫。常福强系“辽绥渔0388”号渔船上的船员。2017
年10月9日在海上作业时，船员常福强被锚绳带入海里，至今下落
不明。2017年11月11日，绥中县公安局平房边防派出所出具《证
明》，其上载明：2017年10月9日19时许，“辽绥渔0388”在38海区
作业时，船员常福强被锚绳带入海里，寻找未找到，已无生还可能。
申请人李向英申请宣告常福强死亡后，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8年1月12日在
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常福强的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3个月，现已
届满，常福强仍然下落不明。本院认为，常福强在出海作业期间落
水失踪至今，且绥中县公安局平房边防派出所已出具《证明》证明
常福强已无生还可能，故应依法推定其死亡。申请人系常福强之
妻，申请宣告常福强死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告常福强
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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