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

痛是官司明明打赢了，却因

为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得

不到赔偿。法院执行也往往

因“执行不能”而无奈终本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面对“执行不能”的困

境，息县人民法院经过认真

分析研究，对于涉民生执行

案件、标的额小、当事人申请

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情况，

积极探索建立用司法救助破

解“执行不能”机制，帮助真

正困难的当事人渡过难关，

让“冰冷”法律有了温度。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胡洋 郭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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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

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韩浩 李

鹏）近日，淮滨县2018年度第二批4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36.65亿元。

据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主要涉及产业大发
展、农业现代化、民生安全保障、交通设施完善、环保治
理等方面。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淮滨县建设滨淮福
地、临港强县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淮滨紧紧围绕“滨淮福地、临港强县”发展
目标，大力实施“一城一区三基地”发展战略。今年，该
县继续深化项目建设年活动，围绕脱贫攻坚、百城建设
提质、生态水土壤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战略、民生工程、
产业集聚区等重点领域，谋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483
个，总投资达 632亿元，计划年度推进重点项目 259个，
完成投资149亿元，为历年之最。

为支持重大项目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该县实
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四个一”
工作举措，建立严密的督导机制，明确目标任务。据了
解，截至目前，该县每月都按时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
打通重点项目建设“中梗阻”，确保重点项目建设有序
进行。7

商城

城市“变脸”市民点赞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绪伟）

“这几天，突然感觉道路变宽了，心情也舒畅了……”6月
份以来，商城县城区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成了市民争
相议论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县城城市框架拉大、人口猛增，城区交
通拥堵、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日益突出，市民意见很
大。为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回应群众关切，该县从6月份
开始，全面打响向城市环境卫生“脏、乱、差”宣战的“歼
灭战”。

据县文明办主任李建国介绍，县里成立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指挥部，统筹多方力量，在城区 5条限行
路、18个值守点，每天投入 400余人展开综合整治，目
前已规范整治出店经营 120 余家，清理户外小广告
200多处，查扣禁行三轮、四轮车 20余辆，说服教育群
众 1000 余人次。同时坚持疏堵结合，对因限行受影
响的困难车主在政策范围内给予必要生活保障，强化
出租车运营管理，新增两路城区公交车，解决市民出
行难题。

持续综合整治让县城道路更通畅、市场更有序、大
街小巷更干净了……政府的努力得到群众的认可。天
气炎热，不少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还自发为路段值守
人员送来西瓜、矿泉水、绿豆汤等防暑降温品。

“城市环境整治是一场持久战，群众才是取得这场
战役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商城县委宣传部长、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长王强满怀信心地说，“这
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人民战争，必将擦亮幸福商城的
靓丽名片。”7

地方传真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俊红

十年间，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镇清淮
村先后发生两件事，一直让大伙儿津津
乐道，都与村党支部书记李传斌有关。

2008年春，放着矿山大老板不干的李
传斌，被省里那位当民政厅领导的高中同
学“连骂带哄”，回村当起了已空缺多年的
村党支部书记。乡亲们都说他，“放着舒服
日子不过，来当‘出气筒’！”

2018年春，因修建出山店水库，地肥水
美的清淮村近5500人全搬进明港镇吴塘移
民新社区，出门就是镇政府、闹市区，国道、
高速、机场近在咫尺。群众心里乐开了花：

“多亏了李支书，咱们掉进福窝了！”
但最初清淮村搬迁是被分流到三个安

置点，方案一公布，村民们炸了锅。
“乡里乡亲一块儿惯了，不愿意分开。”

6月20日，回首往事，李传斌苦笑着解释。
一户户询问去处，一家家征求意见，从

村里到镇里、区里、再到市里，李传斌来回
跑，把群众意见反映上去，上级最终修改了
安置方案，这才有了吴塘移民新社区。

能不能让村民们痛痛快快地搬走，是
移民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 1353户村民
千奇百怪的诉求，李传斌和村干部们只能
不厌其烦地反复讲政策，顶着村民唾沫一
遍遍地劝。用东里组 56岁村民胡忠霞的
话说，那真是“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天
天身后跟一群，手里电话都烫人。”

中西组村民李某江，2014年在路边盖
了 40平方米的简易房开小卖部，搬迁时他

要求按住房标准赔，可移民政策规定自
2011 年国家停建令下发后修建的建筑物
一律不赔偿。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他，干脆
把铺盖卷搬进了移民项目部。

李传斌耐着性子反复劝，又迂回找他
几个亲戚朋友问详情，了解到他家无积蓄，
凑不够新房款，实在没法才耍“蛮”。

李传斌仔细一调查，全村凑不够新房
款的竟有 300多户。情况反映上去，经多
方协调，最终出台了先搬进新房、后分期付
款的方案，让所有困难户都住进了新房。

4月 18日，最后一户杜某强在搬迁协
议上签完字，李传斌终于松了一口气。在
家家户户忙着搬新家、憧憬着幸福生活时，
李传斌又开始忙着在移民新区建艾蒿加工
厂、服装加工厂。“要发展产业，乡亲们搬来
了，总不能喝西北风啊！”李传斌说。

“老支书这些年把媳妇和老母亲丢在
家，十天半个月回不去是常事。去年母亲
去世，只请了三天假。就这还经常被不理
解的群众追着骂……”

村妇联主任朱桂香没说几句，就被李
传斌打断了：“谁让咱是村干部、是共产党
员，群众遇到事，心里有委曲，他不找咱、不
骂咱，还能找谁？还能骂谁？”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明 解金明

这段时间，固始县丰港乡张集村的老
少爷们一直都在议论一件事，从去年 9月
27日接到通知开始，和村里耗了 263天的
低保贫困户蔡德学家的土坯房，怎么突然
就在6月16日这天拆了。

张集村是非重点贫困村，去年确定了
44户危房重建户，改造总体进展顺利。截
至5月底，危房未拆除的尚有8户，其中有2
户表示坚决不拆，蔡德学家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 74岁的蔡德学，妻子王玉珍患有
慢性病，儿子患有精神病。凭乡村干部跑
了无数趟，他和妻子就是不同意拆房。

6月1日，作为固始县421支县派非贫困
村驻村工作队之一的县总工会驻村工作队进
驻张集村。当天听取完村里的工作汇报后，
队长谢添就开始下村走访。一连转了6个村
民组，走访30多家后，恰好路过蔡德学家。

下了水泥路又走几十米的土路，就是蔡
德学家破旧的茅草房，西屋山头上有一尺多
宽的裂缝，几根木梁勉强支撑着，屋内农具、
破桌椅乱糟糟地摆得满满当当。粪堆粪池
占据半个院子，蝇虫横飞。就这样的条件，
老蔡为啥死活不愿拆了盖新房呢？第一次
来，谢添话没多说，心里却犯起了嘀咕。

6月 7日，工作队再次来到蔡德学家。
身体佝偻矮小的王玉珍和往常一样搬出小
板凳让大家坐，然后自己蹲到一边。大家
谁也没坐下，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慢慢劝。

“俺跟你们说了一百遍，俺不拆。”说一
千道一万，王大娘依然倔强地反对，大声说

完不拆，又小声嘟囔了些什么。细心的谢
添干脆蹲在王大娘身边用心听。

王大娘仍在固执地反对，说着说着，一
扭脸发现自己身边竟蹲着一个年轻人，仔细
一看，认出来是几天前来过的县里派来的干
部。王大娘一下子有些愣神儿，谢添却笑着
说：“大娘，你慢慢说，我都听着呢。”两个人
就这么蹲着，你一句我一句聊开了。

谢添终于弄明白了。王大娘不愿拆房，
一是怕不让在原地建，新地点场地小，喂牲口
种菜园就难了；二是房子虽旧，却是老两口三
十年前一块一块垒起来的，舍不得扒。找到
疙瘩就能解开，谢添针对大娘的顾虑作出承
诺，王大娘也当即表示尽快拆了老房子。

“俺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很忙很累，每
次来了连俺搬来的板凳都顾不上坐，哇啦
哇啦一阵子，哇啦完了就走。”最后，王大娘
动情地说，“小伙子，你是头一个蹲下来，陪
俺好好说话的人，俺信你！”

谢添又和村里商量，根据王大娘家的
实际困难，村里决定找人帮助他们拆掉老
房子，筹集资金建新房。

6月27日，谢添再次来到这里，王大娘拉
着他的手连声道谢。老人身后，老房子的位
置上，三间平房的地基已经拔地而起。7

新县

“红土地”里种出“金瓜果”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聂建武 程

一桐）日前，在新县千斤乡娘湾村的吊瓜基地中，绿油油
的吊瓜藤爬满了支架。64岁的强农吊瓜合作社负责人
张庆金正忙着给瓜除草、剪蔓。

说起张庆金，周边十里八乡人人皆知。这个身有残
疾的勤奋农民，不仅靠着种植吊瓜从土里刨出“金疙
瘩”，还带着 65户贫困户一起脱贫增收，先后荣获“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奉献奖”“新县扶贫模范”“新县劳动模范”
等殊荣。

张庆金初中没毕业就四处务工，因为身体不便，
收入微薄。2009年，一档介绍吊瓜种植的电视节目让
他眼前一亮，于是他一路奔波到江西省武陵县拜师学
艺，回来后，就在自家责任田里开始种吊瓜，没想到 2
亩地一年净赚 1万多元。从此他便与吊瓜结下了不解
之缘。

2010 年，他注册成立强农吊瓜合作社，流转本村
500亩荒地一门心思种吊瓜。看到周围的贫困乡亲，张
庆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一方面找来贫困群众在合
作社务工增收，一方面向有种植意愿的乡亲免费提供技
术培训。

在张庆金的带动下，如今千斤乡吊瓜种植专业户
已达 32 户，种植面积超过 3000 亩，带动 300 多人就
业。7

6月 21日，“全国生态文明村”光山县帅洼村村民
踊跃签字，自愿倡树新风，移风易俗，为创建碧水蓝天
家园，自觉不再燃放烟花爆竹，营造文明新风。7

（盛鹏 摄）

光山农民

集体承诺不放烟花爆竹

十年如一日

李传斌 为啥甘做“出气筒”
耗了263天

王大娘 咋就同意让拆房

邻里纠纷引发官司

息县李大庄村 56 岁的陈航一家和 76
岁的陈录(二人均为化名)家原本是邻居。两
家都是贫困户，靠着几亩薄地为生。

后来，陈航家搬到他处，老房子空了出
来。陈录的老伴儿便在自家房屋旁和陈航家
老房子的空地上种了油菜。陈航妻子知道后
很不愿意。一次，两家人因此发生争吵，推搡
间陈航绊倒导致右髌骨粉碎性骨折。

2016年 5月，陈航将陈录起诉至息县人
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陈录于判决书
生 效 后 十 日 内 赔 偿 陈 航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38508元。

陈录输了官司，面临 3万多元的赔偿债
务。老夫妻本就生活窘困，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陈航虽说出院了，但稍稍久站，腿部就会
疼痛难忍，根本无法劳作，家里基本断了生活
来源。因支付腿部医药治疗费用，家里还欠
下1万多元的外债，日子同样举步维艰。

“执行不能”陷入困境

判决生效后，陈录一直没有履行。陈航
无奈之下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息县法院
执行干警第一时间依法向陈录送达了相关
法律文书，并对其财产进行查询。查询无果
后，执行干警联系上陈录。

陈录来到执行局，流着泪道出家里实
情。他和老伴都 70多岁了，小儿子患白血
病过世，给他看病掏光家里所有积蓄，还欠
下一屁股债。后来，儿媳妇也不知去向。他
和老伴儿拉扯着正上初中的孙女，祖孙三人
艰难度日。陈录此前不久刚做完心脏第三
次搭桥手术，每天都要吃药，家里实在拿不
出钱来履行法院判决。但陈录也表示他认

罚，愿意把老瓦房腾出一间，
再加上自家种植的杨树抵
给陈航。

执行干警李浩波
随后来到陈录家核
实情况。确如老人
所言，眼前三间破
旧的土坯房内只有
简 单 的 生 活 日 用
品，两位老人年事已
高走起路来都颤颤
巍巍。看着老人因长
年干活而皴裂的双手、
哭红的双眼，李浩波一时
间说不出话来。他随后将情
况如实上报法院。

鉴于被执行人陈录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且年龄偏大属于被扶养人，无实际履行能力，
法院通过与申请人陈航的反复沟通，最终陈
航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息县法院于
2016年 12月 20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裁定。

“都是邻居，知道他难，可是俺家也难啊。”
虽然同意法院终结执行，但陈航心里也觉得难
受，“俺的腿也没治好，还欠了那么多钱……”

“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虽然不用赔偿
了，但是陈录的心里也不好受，“他的腿一天不治
好，俺这心里一天就像压着块大石头啊……”

司法救助扶危济困

案件虽然终本，李浩波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四个老人的面孔轮流在他眼前出现。双方家庭
都如此困难，申请人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咋办？

恰在此时，根据上级要求，院里正研究探
索关于开展司法救助破解“执行不能”的机
制。在认真学习上级法规的基础上，结合院
里研究出台的具体措施，李浩波很快有了自

己的想法。他向院领导详细汇
报了经办案件的情况，希望
能为陈航申请司法救助。

李浩波的想法当
即得到院领导的肯
定和支持。李浩波
随后找到陈航，把
这一消息告诉他，
并详详细细教给他
如何提供相关材料、
填写申请书。在李
浩波的帮助下，陈航

将申请书、户口本、身份
证、贫困证明、相关住院证

明等材料提交到法院。
2018 年 1 月，该院司法救助

小组到当事人家中走访核实情况。“尽管事先
已通过文件材料，了解到两家人的基本情况，
但实地一看，我们依然深感震撼。”司法救助
小组成员彭玲玲告诉记者，他们随即向院党
组详细汇报了陈航的家庭状况、受伤情况、后
续医疗费用等情形，建议依法给予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就是要扶危济困、救急救
难。”在息县法院院党组研究该案时，院长祝
杰坦陈，“对于此类涉民生执行案件、标的额
小、当事人申请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一定
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司法的温暖，从根本上
破解‘执行不能’困局，维护司法权威。”

2018年 2月12日，陈航领到3万元司法
救助款。这件历时长达3年、因邻里纠纷引发
的案子，最终通过司法救助途径得到圆满解决。

让“冰冷”的法条带上温度

如今，陈录、陈航两家已经和好如初。
信阳中院赔偿办主任沈继红告诉记者，不久
前，在信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的“听民声、知

民情、转作风”大走访活动中，她曾分别到过
陈航、陈录家中，实地回访司法救助落实情
况，听取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一进
村儿，一些从未谋面的群众，看到我们胸戴
国徽进村走访，纷纷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沈继红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案例竟然在
当地群众中产生很大反响。

6月 24日，记者见到两家老人时，场面
依然令人动容。提起当初，陈录、陈航二人
不胜唏嘘。

“要不是法院给的救助款，我这腿真不
知道啥时候能治好……”陈航没说几句，又
抹起了眼泪。

“想想俺真后悔啊！在一块住了这么多
年，咋就这糊涂呢，种了他家的地，还犯浑，这要
不是法院政策好，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全搭进
去，也赔不起这笔钱啊……”陈录几度哽咽。

“他们真是遇到好法官啦！”“多亏了法
官们，仁义！”聚拢过来的四邻们也纷纷慨
叹，法律无情，法官有爱，司法救助的政策，
让两家都渡过难关。

“司法救助制度的落实，往大处讲，是保
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落实到
一桩桩一件件具体案例中，它就是一次一次
的，实实在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困难群
众燃眉之急。”沈继红动情地说，“法律铁面，
法官仁心。只有在忠于法律的同时，关照到
每个当事人的冷暖心情，让‘冰冷’的法条带
上温度，才能让法治真正走进百姓的内心。”

据统计，2017年至今，息县法院已有28
件“执行不能”案件适用司法救助制度，其中
18件典型案件运用司法救助款项兑现了涉案
执行标的25.4万元，不仅受到涉案当事人的一
致好评，更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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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是村干部、共产党员，群众
遇到事不找咱，还能找谁？

李传斌

小伙子，你是头一个蹲下来，
陪俺好好说话的人，俺信你！

王大娘

息县探索以司法救助破解“执行不能”难题——

让“冰冷”的法条有了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