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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模式”打造升级版
平桥区

三千学子晨读倡文明

7月 26日，信阳中院院长张新中等一
行专程来到新县箭厂河乡看望慰问老红军
曾广长、杨仕猛等同志，向革命先辈们致以
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张院长告诉记者，涉军维权工作绝不
能满足于军人军属和驻军单位等特定群
体。鄂豫皖革命老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
有很大一批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红色群
体，同样应当得到司法的特别关怀。

为此，信阳法院扩大涉军维权服务范
围，把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赤卫队

员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
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的“五老”同志等
红色群体，以及军烈属、军人岳父母、公婆、
兄弟姐妹等群体全部纳入服务范围。此举
仅新县涉军维权工作的对象就从607人扩
大到现在的4670余人。

2018年上半年，两级法院广泛开展大
走访活动，每位班子成员至少走访 2名以
上涉军维权服务对象，了解当事人及涉军
维权服务对象的司法需求，认真解决他们
提出的法律问题，做好答疑解惑。对生活

困难的军人军属，启动联动机制，用好政
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张新中动情地说，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了大别山革命28年红旗不倒的历史
丰碑，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信阳模式”
的形成与发展，是信阳军民对革命老区“军
民一家亲”光荣传统的继承弘扬。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更好地做好涉军维权工作，是时
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强军的使命、司法的
责任，信阳法院将努力把涉军维权“信阳模
式”在这片“红”土地上做得更实更亮！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浙江好人榜”7月名单揭晓，河南信
阳籍快递小哥王军赫然在列。

7月 20日，记者拨通王军电话时，他正
穿行在杭州上城区居民楼内收发快递。对
于他和小伙伴们一起上榜“浙江好人”的事
情，并不知情。

据媒体报道，5月 22日中午，杭州市上
城区清泰南苑小区，一名3岁男童从6楼坠
下。楼下几名快递小哥发现后，立即不顾
一切跑了过去，有人用双手去接，有人扯了
一条路边晾晒的被单撑起去接。孩子坠落

下来时被众人接住，最终获救。王军就是
那群救人的快递小哥之一。

“从小到大，无论父母还是老师，都叮
嘱我，做人要实诚、做事要实干，与人多为
善、遇事多帮难。我相信，在老家，不管是
谁遇到这种事，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王军在电话中说。

王军的老家在信阳市淮滨县王家岗乡
王岗村，千里淮河从村边缓缓流过。一幢
两层农家小楼偏居在村子东北角，王军的
母亲任国霞带着刚上幼儿园的孙子独自在
家，老父亲和他们夫妻都在外务工，一家人
离少聚多。

“这孩子打小就忠诚老实，勤劳能干，
不管谁家有个啥事，他遇上总会搭把手。”
在妈妈眼里，王军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听说
儿子在外救了人，还登上了“浙江好人榜”，
她一点儿也不意外，“军子像他爸，天生热
心肠。”她还回忆起王军十多岁时，寒冬雪
夜遇上一个醉汉躺在路边，别人过来过去
都不敢扶，只有他看到二话没说搀起醉汉，
一直送回家去……

“从网络上看到王军在杭州救人的消
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向全校学生作了宣
扬。他的事迹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孩子们纷纷表示，长大了一定要像王军

一样做一个随时帮助别人的人。”王军的
母校——王家岗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陈贵
香特别自豪，“王军不仅是我们学校的光荣，
更是淮滨人、信阳人的光荣。最近信阳好人
事迹接连不断，我觉得这并非偶然。信阳是
革命老区，牺牲奉献精神代代传承。”

“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孩子为人
做事打小就实在。”王军上初中时的九年级
班主任吴西科和办公室的几位老师听说王
军救人的事迹后，都乐呵呵地表示。“他是
班里的劳动委员，脏活重活都抢着干，还很
会关心体贴人。”吴西科回忆，王军上学时
就乐于助人，和同学关系处得很好。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何泽壵 王友）8
月1日清晨6点钟，信阳市平桥区平桥二小四年级学生涂思阳早
早起床，背上书包，带着小板凳，高高兴兴地牵着妈妈的手，来到
会展中心的大广场上，与陆续赶到的600多名小学生一起，在一
名志愿者老师的领读下，开启了朗读国学经典的晨读时光。

“思阳已经坚持一个月了，不仅背会了很多经典名篇，还
养成良好的习惯，早睡早起，课外阅读、家庭作业都很自觉，而
且变得更有礼貌，学会体贴父母，帮助他人。”谈起晨读带给孩
子的巨大变化，妈妈陈慧昌很是高兴。

世纪广场与会展中心一街之隔，每日清晨这里同样聚集近
千名晨读的孩子。此外，在该区沿河公园和台北城上城、九龙
小区等社区广场，每天前来参加晨读的孩子像上课一样准时。

巡视到此的平桥二小校长杨磊说，为了营造“书香平桥”
的浓厚氛围，掀起“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的全民热潮，学
校发起“蓝天课堂黎明即起读书会”，在大型广场、社区设立五
个读书站，学生自愿参加，由 30名老师义务辅导、领读，家长
志愿者维持秩序，每天晨读一小时，参与活动的人数已由最初
的几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000多人。

据平桥区委宣传部部长张清波介绍，在新一轮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中，平桥区把“道德讲堂”“市民学校”搬到广场、社区，广
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市民明礼仪、讲公德、知荣
辱、守法纪，“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城”的活动深入人心。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绪伟）7月 30
日，商城县长竹园乡五里山村，连绵起伏的群山上，葳蕤葱茏
的油茶树挂满了绿珍珠般的油茶果。在贫困户胡海洋看来，
这满眼都是丰收的希望。

“自己种的加上承包别人的山，80亩油茶增收近 2万元，
去年已经光荣脱贫了。”胡海洋乐呵呵地说：“我们村家家户户
种油茶，一年收入三四万元的多着呢。”

商城县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合油茶生长，南部山
区 10多个乡镇有种植加工油茶的传统。以往交通不便采收
困难，很多油茶山没人管理荒废了。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

“村村通”“组组通”打通了油茶出山的最后一公里，乡亲们重
新拾起了这把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在县里油茶产业发展政
策的扶持下，油茶种植面积已达 20万亩，年产茶油 160余万
公斤，产值接近3.6亿元。

他们还通过品种改良、技术改良，开展油茶种植培训等手
段，帮助油茶种植户提高收益。先后培育发展油茶专业合作
社 40个，年加工能力 500吨以上的茶油加工企业 3家，探索
出“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让贫困群众
分享到油茶发展红利。

据该县长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负责人谢焕友介绍，在他
们带动下，95户贫困户通过入股形式每年可领到分红 23万
余元，辐射带动200余农户每户年增收5000元以上。

“预计到 2025 年，全县油茶林保有面积可达 30万亩以
上，长远目标是发展50万亩，并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
一步完善油茶产业链条。”县长周哲充满信心地说：“要让我们
的油茶富民歌越唱越响亮。”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余江）7 月 30
日，息县项店镇康和西街的河南行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年生产能力 60万套户外帐
篷，通过产业带动贫困户83户 140余人，吸纳58名贫困人口
就业，每人每月收入2000元以上。这只是息县扶贫产业助力
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息县通过积极培育支柱产业，建立“多彩田园”产
业扶贫基地，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园，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助力
脱贫攻坚。

息县出台政策鼓励能人返乡创业，采取“创业+扶贫”模
式，吸纳贫困人员在家门口务工。引入技术含量低、易操作的
服装、小饰品、仿真花等来料加工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端稳“饭碗”，让留守人员不出村就能赚钱。

该县还充分利用产业集聚区中国生态主食厨房规模以上
企业开展带贫。河南豫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充分利用种
植红薯的农业资源，与东岳镇、岗李店乡、杨店乡等乡镇签订
4万亩订单合同。依托在乡镇建立淀粉加工基地，直接吸收
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200人。

截至目前，全县开工建设“多彩田园”产业扶贫基地 266
个，投入使用190个，带动1万余户贫困脱贫增收。7

光山县十里镇李堰湾村天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引进种
植了230余亩阳光玫瑰、金手指等6个品种高效无公害葡萄，
并通过葡萄采摘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吸引游客入园促进葡萄
销售，带动当地86户贫困户种植葡萄，户均年增收1.2万元，
小小葡萄成为村民的“致富果”。图为7月26日，游客正在园
子里采摘葡萄。7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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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扶贫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光山县

小葡萄变成“致富果”

河南快递小哥登上“浙江好人榜”
家乡人说一点都不意外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胡洋 陈思思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

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平发展

就没有保障，保障好军属的合

法权益，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是人民法院为建设强大国防

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在 7月

27 日信阳市召开的纪念建军

91周年暨涉军维权座谈会上，

信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新中

饱含深情地说。

2015年 7月，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在新县召开的鄂豫

皖革命老区涉军维权座谈会上

指出，信阳创新发展的涉军维

权“信阳模式”，值得广泛推广。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出

通知，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认真学习借鉴涉军维权“信阳

模式”，用心用情用法扎实做好

涉军维权工作。

2017年3月，“大力推广涉

军维权工作‘信阳模式’”写入全

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全国法院系统依法切实维

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国防和

军队建设。

作为源头的信阳，这几年涉

军维权工作又有哪些新气象呢？

地方传真

2017年 7月 17日，信阳驻军某部王副
参谋长代表所在部队给浉河区法院送来一
面锦旗，感谢他们快审快执保护了军属合
法权益，及时消除了军人后顾之忧。

原来此前该部军官周某曾在信阳某保
险公司为其母购买老年防癌疾病保险，后
周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保险理赔遭拒，遂
诉至法院。了解到周某系现役军人后，浉
河区法院立即启动涉军维权绿色通道，快
速立案，并由副院长洪韬依法组成涉军维
权合议庭，当天便向被告某保险公司送达
全部应诉文书，并使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合议庭结合庭前调解情况，加大庭
后调解力度，并通过微信、信息互联平台，
先后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保险公司最终
向周母支付 8.6万元。法院还依程序对周
某减免了诉讼费，使该案得到圆满审结。

信阳法院系统清楚认识到涉军案件性
质特殊，他们坚持特案特办，全程跟踪问
效，建立台账，一案一表，集中管理，立案时
做出“涉军”标志，对开庭、宣判、执行等重
要节点实时监控。对重点案件，采取发《涉
军案件督办通知》、实地督导和定期听取情
况汇报等方法，确保案件及时公正办理。
案件审结后，及时进行回访，督查执行情
况，保证涉军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
平等保护，并将办理结果向部队或军人军
属反馈。对个别败诉或部分败诉的涉军维
权对象，及时判后答疑，消除他们的思想顾
虑和不良情绪，实现案结事了。

信阳法院系统对涉军案件坚持依法裁
判为主，同时，在立案前、立案后、执行中，通
过诉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等多种方
法，化解涉军矛盾，多元化办理涉军案件。

在处理涉军案件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军
婚、相邻权、赡养抚养等民事纠纷中，整合引
入村委会、社区、司法所、派出所等基层组
织，吸纳律师、民调主任、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公亲族长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涉军矛
盾纠纷化解，将审判机关的“法理式”释明与
社会力量的“情理式”劝解有机结合，力求达
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的效果。

信阳两级法院充分发挥涉军维权合议
庭、巡回法庭的专业化优势，准确把握涉军
维权案件程序上优先和实体上公正的关
系，特事特办，快审快结，依法处理各类涉
军案件。把涉军执行案件作为执行攻坚活
动中重点案件优先执行，实行院长包案、执
行局长负责制，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涉
军案件全部执行到位，两年多来共执结涉
军案件167件，执结金额846万元。

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后，驻信阳某
部营区周边的出租房屋需要收回，部队拟
与40余家商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但因涉
及商户的投资成本和经营收益问题，部队
领导觉得此案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信阳市
领导得知情况后，要求“抓紧办理，不能让
一些挠头事影响部队改革强军。”

为此，信阳法院派出法官挨家挨户走
访商户，向他们耐心宣讲军民鱼水情深的
道理，详细讲解支持国防建设是每位公民
应尽的法律义务，最终通过深入细致的释
法工作取得广大商户的理解，并与部队达

成了退房协议，没立案就解决了这桩军地
经济纠纷。

2017年 8月，信阳驻军某部因为部队
移防，所属幼儿园聘用的10多名合同期未
满的教师需要解除劳动合同，面临被起诉
的风险。正左右为难之时，信阳法院 3名
法官闻讯后找到拟解聘的幼儿园教师，讲
解法律法规，提出合理化建议，有效化解了
一起军地纠纷。

信阳通过构建起的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涉军维权机制，及时发现和受理涉军维
权案件，努力做到涉军维权“早介入、早协

调、早疏导、早解决”，建立涉军案件督办
机制，逐案登记、逐级督办、全程跟踪、案
案回访。为提高涉军维权案件的办理质
量，该市法院还增补了军人陪审员，只要
审理涉军维权案件，就让军人陪审员出
庭，有效维护了有关部队和军人军属的合
法权益。

信阳法院还积极主动加强与涉军维权
各成员单位的互动联络，共同商讨和解决
涉军维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凝聚
全社会合力，形成了“党政推动、军地互动、
社会联动”的涉军维权工作大格局。

更加注重老革命老军人 诉外服务暖人心

更加注重早介入早解决 凝聚合力安民心

更加注重快立案快执结 依法维权稳军心

信阳市县两级法院都开设了涉军维权
案件立案“绿色通道”

7月26日，信阳中院领导前往新县箭厂河乡看望慰问在乡老红军，倾心解难化疑，主动将涉军维权工作触角前移

‘信阳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
信阳军民对革命老区‘军民一
家亲’光荣传统的继承弘扬。

张新中
信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把涉军执行案件作为执行攻坚
活动中重点案件优先执行，实
行院长包案、执行局长负责制，
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涉军案
件全部执行到位，两年多来共
执结涉军案件 167 件，执结金
额846万元。

167件

信阳法院系统用心用情用法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