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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刚从司法警官学校毕业的我!怀

着对监狱事业美好的憧憬!到一个叫"省劳改

队十七支队#的单位报到$

在新乡火车站坐上公交车! 摇摇晃晃
#"

分钟后!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单位$ 只见高

低不平的深坑分布在四周!低矮破旧的房子周

围杂草丛生! 宽大的桐树叶上全是白色的粉

尘!空气中弥漫的灰尘令人窒息!马路上拉水

泥和石子的车辆荡起的尘土让人看不清前行

的方向$ 从小在风景秀美的平原上长大的我!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失望和委屈让我流下了

眼泪$

省劳改队十七支队就是现在省豫北监狱

的前身! 它创建于
$%#&

年$ 由于当时国家初

建!国力孱弱!百废待兴!为解决省内关押场所

不足的矛盾!就倚借明代潞简王赵氏次妃墓的

厚重墓墙做监狱围墙! 将赵妃墓做了临时监

狱$ 可谁也没料到这个临时关押点竟然临时了

#"

多年!到我参加工作那年它已经
'#

岁了$

由于监狱占据的是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潞王陵!监狱基础建设改善缓慢!低矮

的监舍'残破的围墙'漏雨的职工宿舍!吓走了

一个又一个大学生!年轻干警连找对象都成了

难题$

刚上班时!我就听老干警们唠叨要把监狱

搬下山的梦想!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慢慢

地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搬迁只会是一个美好

的梦想$ 让我想不到的是!从花季少女到而立

之年!我终于看到了(柳暗花明#$

随着国力的强盛!

!""(

年国务院作出了

进行监狱布局调整的决定$ 省委'省政府和司

法部也非常重视潞王陵的保护工作$

!""(

年
&

月!按照(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分类科学'功能

完善'投资结构合理'管理信息化#的总体要求!

一座占地
!("

亩!投资
()$

个亿!建筑面积达
*

万平方米的中度戒备型监狱开始建设$

!""#

年

(!

月
+

日!我们的监狱终于搬到了新居$

如今!在新乡市建设路东端!有一个白色

的建筑群$ 这个人们评价为看起来像大学校园

的地方就是我辛勤工作
!"

年的豫北监狱$ 监

狱的安全管理也告别了(物防#不足(人防#补!

(技防#不行(人防#上的局面!现代化的科技设

备和管理方法成为确保监狱安全的利剑$

!"",

年我们一举夺得了 (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和

(省级文明单位# 的双重桂冠! 目前已连续
('

年无犯人脱逃$

!'

张有志是省周口监狱的一名糖尿病重症犯人$

自从一年前监狱医院诊断出他的糖尿病已出现并发

症!多个脏器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后!他就陷入了消

极'绝望的情绪中无力自拔$

(张有志!有人接见) #

%

月
(!

日上午!接到医院

值班警察的通知!张有志深感意外*他父母早亡!去

年监狱依法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 可唯一的弟弟怕

他的病连累自己! 不肯在他的保外就医担保书上签

字!从那以后就没人来看过他$

前来接见的是张有志原来服刑监区的警察!受

监区领导的委托! 给住院的病犯送中秋月饼和节日

的祝福$看着警察带来的月饼!张有志脸上不由得露

出一丝苦笑和嘲讽$

"你尝尝)%警察仿佛看透张有志的心思!打开一

块月饼递了过去$月饼居然是咸味的$看着张有志吃

惊的神情! 警察告诉他! 考虑到一些犯人的特殊需

求!监区除购置普通月饼外!还采购了一些清真月饼

和适合糖尿病人吃的无糖咸味月饼$

警察还告诉他!为买这些无糖月饼!副监区长李

世杰实在没少费劲$监区地理位置偏僻!搜遍监区所

在小镇的所有店铺!没有一家进过咸味月饼$听说是

专门为患糖尿病犯人买无糖月饼! 一个店老板很是

意外! 因为他自己的老婆自从前几年患了糖尿病以

后!就再也没有尝过月饼!家人也从没想到还有无糖

型的咸味月饼$感动之余!店老板主动给县城几家熟

识的月饼经销商打了电话!可惜还是没有$

李世杰深知! 这些身体有病的老残犯情绪一般

都容易消沉且性格敏感!他不想让他们失望$ 于是!

他想到了向
--

网友求助$ 很快!一条"在周口哪儿

能买到咸味月饼%的求助帖子被挂在互联网上!得知

真相的热心网友们立即回帖
!"

余条$ 根据线索!

%

月
,

日上午! 监区警官驱车
'"

余公里来到周口市!

终于买到了无糖咸味月饼$

张有志一向刚硬的心突然变得无比柔软$ 他抬

头看向窗外!天是那么的湛蓝!因为!阴霾刚被一场

纯净的秋雨洗涤$

!'

刚刚还在为公证费用发愁的杨老汉喜出望外!

他怎么也没想到! 经济困难的群众办理公证业务也

可以免费$

杨老汉下岗多年+ 妻子
(%%#

年做了换肾手术!

!""(

年又被检查出膀胱癌!长期治疗让这个家庭入

不敷出$杨老汉只好把儿子送到美国的姑姑家!希望

能找个出路$但儿子依然想读书!只有尽快办理了母

亲生病'家庭贫困的公证证明!才能申请正规打工手

续来半工半读$

%

月
((

日!杨老汉搀着刚做完透析的妻子一起

赶到黄河公证处$得知杨老汉的情况后!公证员拿着

他妻子的病历和杨老汉领取低保的证明为他申请了

公证费用减免手续$不仅
+""

元公证费免了!公证员

还与翻译公司协调为他免去了
(""

元翻译费用$

其实!杨老汉只是我省受到援助的群众之一$今

年
+

月份以来! 全省共为
'""

多件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公证' 司法鉴定事项适当减免费用! 涉及金额

#),

万元$

据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介绍! 只要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相关公证'司法鉴定机构在接到当事人或其

代理人的申请书和,法律援助公函-后!要及时办理

接收手续!同时还要在规定的公证'司法鉴定业务收

费标准内适当减免费用$ 待按法定程序和时限出具

公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后!申请书和,法律援助公

函-也要一并装入公证'司法鉴定档案$

除了法律援助机构交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外!如

果在执业过程中!发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省司法

厅要求各公证' 司法鉴定机构也要对当事人自行减

免费用!进行公证和司法鉴定$

!'

!连欣 左明星"

激愤杀子的李老根

在省周口监狱服刑的李老根不敢闲下来!

闲下来他就会想起被自己断送性命的儿子$

李老根家到儿子这一代已是四世单传$ 在

不少农村!传统习惯仍然是人多势众$ 所以!做

爹娘的就希望儿子能活得(辣气%一些$ 儿子从

小天不怕地不怕! 顺手抄起家伙就能将小朋友

打得头破血流!人家大人找上门!老两口当面替

儿子赔不是!背地里夸他有(种气%$

上学后不久! 李老根发现儿子经常和乡里

那些(二流子%混在一起!逃学'打架'喝酒'赌

博'偷东西!孩子们能做的坏事他都学会了$ 这

下李老根着急了!(自己嘴笨!不会讲道理!俗话

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只要儿子闯祸!回家就是一

顿狠揍$ %直到有一天!儿子恨恨地对爹说*(总

会有你打不动的一天$ %

成年后!儿子更是人见人厌!吃喝嫖赌无所

不为$李老根曾借债为他说了个媳妇!新鲜劲一

过!儿子又旧病复发$ 有一天!这畜生竟然将赌

友带回家中!要自己的老婆替他(还债%$

媳妇不堪凌辱! 扔下襁褓中的女儿离家出

走!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儿子更是变本加厉!在

外坑蒙拐骗'在家打爹骂娘$

!""+

年中秋之夜!

儿子和几个狐朋狗友喝了半宿酒! 醉醺醺地回

家向母亲要钱$ 当娘的随口说了一句*(你整天

游手好闲的!连你闺女买奶粉的钱没了都不管!

还有脸问爹妈要钱喝酒$ %儿子抬手一拳!打落

了母亲的一颗门牙! 又将床上熟睡的女儿扔到

地上!扭头回房睡了$

李老根回家听到老婆的哭诉! 压抑多年的

怒火爆发了!他扑到儿子的床头!用绳子死死勒

住了他的喉咙$

儿子死了!父亲却被乡亲们当成了大义灭亲

的英雄$ 乡亲联名向法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法院

(法外开恩%$ 法院最终以最低刑期判了李老根$

杀死自己的儿子竟是为民除害!李老根说!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预谋杀子的张得水

和李老根一样! 在省豫西监狱服刑的张得

水也是因杀子入狱的$ 不同的是!李老根是(为

民除害%!张得水是为解脱自己$

+"

多岁的张得水家住登封农村!基本算是

文盲!年轻时进过工厂!也当过两年兵!退伍后

在乡政府当炊事员!直到退休$

张得水生有两子两女$ 长子洪涛出生
,

天

得了一场大病!后来就落下了癫痫的病根$为给

洪涛治病!张得水进县城'上省城!大小医院跑

了个遍!也没能把孩子的病看好$张得水说*(只

要不吃药!洪涛就.犯浑/$ %

因为洪涛有病!张得水平日里从不管教他$

慢慢地洪涛长大了!脾气也见长$今天偷了左邻

的摩托车!明天点了右舍的柴火垛!整日里无所

事事'只知道惹是生非!脾气上来甚至张得水都

挨他打$ 而且为给洪涛看病吃药! 张家一贫如

洗$张得水退休后也没有在家颐养天年!他不得

不到附近小煤窑下井挣钱补贴家用$

!""(

年的秋天!有一天张得水去红薯地里

锄地$ 他让洪涛也锄一行!谁知洪涛嫌累!一脚

把他踹到地沟里扬长而去$ 张得水痛得半天爬

不起来!还是邻居发现!把他搀回了家$

躺在床上! 想想
'"

多年来因为洪涛吃的

苦'受的罪!张得水恶向胆边生!"弄死他算了!

权当没养这个畜生%$第二天他就买了包耗子药

掺到了洪涛的药里$

法网恢恢!因为故意杀人!张得水被判无期

徒刑$

悲剧缘何发生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李老根'张得水这样

的杀子案基本都发生在农村! 鲜有城市父母杀

子的!究其根本!成因并不复杂$

不良的家教环境

李老根的儿子从小就被大人灌输以暴制暴

的观念!父母的教育让他只知道"谁的拳头硬谁

说了算%! 且从小就加入了本地的混混圈子!结

识的狐朋狗友也都是同类的问题孩子$ 而洪涛

因为从小有病!张得水对他也没抱太大期望!养

活他和养动物没什么区别$ 这些父母认为孩子

能吃饱穿暖就行了! 从没考虑过孩子还有精神

需求$

基层政权和村组的调解#疏导#防范#处罚

等职能缺位

因为儿子不干正事!李老根也曾求助政府'

法院$ 法官说!这顶多是个治安问题!找派出所

吧+派出所说!家务事!找村委会调解一下吧+村

委会负责人说!你家的事!外人怎好插手0 找亲

戚劝劝吧$时至今日!李老根心中仍很委屈*(要

是政府早点把他关起来!他不会死!我也不会蹲

大牢$ %

事实上!目前在农村!(管教孩子 %是各家

的私事的观念普遍存在!家庭成员间发生的矛

盾乃至引发的暴力性事件通常被视作家庭纠

纷!主要通过民间调解等手段来处理 !效果有

限$ 而处理(家务事%费时费力!农村基层警力

不足!除非(出大事%!否则警方一般不会出面$

农民法律意识依然淡薄

(家丑不可外扬%的世俗观念!在许多家庭

成员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由于害怕遭到邻居或

更多社会上的人笑话! 亲属中鲜有人因家庭暴

力诉诸法律$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甚至当家庭

成员间发生强奸'纵火'严重人身伤害这样的恶

性刑事案件时!家庭成员宁可私下处理!也不愿

诉诸法律!以免丢掉家庭脸面$

避免悲剧重演需要多管齐下

父子相残悲剧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同

样!避免悲剧重演需要多管齐下$

呼唤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在调查中! 记者切实感受到现行的法律法

规对预防此类悲剧表现无力$ 目前我国没有一

部统一完备的反家庭暴力法! 各省市近年来陆

续出台了一些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条例$

这些法规条例在制定时显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

经验!在保护妇女'儿童方面规定得较为详细!

涉及老人的却很少$

河南文中律师事务所曹广要律师认为!在

实践中!这些法律级别较低的条例'规定'办法!

显然不是基层普法的重头戏! 甭说普通农民不

了解!就连部分基层执法'普法工作人员对此类

法规性文件也很陌生! 制定一部法律级别较高

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家庭#学校#社会各负其责

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董琳副教授说*(由

于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与外界的交流也有限!农

村家长身上封建传统的印迹更浓$ 家长往往把

孩子当做自家的私有财产!.老子打儿子那是天

经地义的 /!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重物质 '轻精

神!不注重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 在此情

形下!孩子一旦受暴力影视作品'网吧等的不良

影响!就很难形成正确的价值体系$ %

她建议!针对农村现状!在加大对农村家长

普法培训力度的基础上! 学校和社会要更多地

承担起监管责任! 不能为了升学率等一味把问

题孩子推出校门$ 全社会都应树立(孩子是国家

的财富%的理念$

建立反家暴社会救助网络

省豫西监狱监狱长李健说 *(要破解包括

.杀子案/在内的家庭暴力魔咒!最有效的办法

在于构建一张分工合作'责任明确'考核科学的

反家暴社会救助网络$ %

李健认为!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普法教育规划! 提高全社

会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认识$ 基层政权组

织和相关单位对家庭纠纷要及时调解! 防止矛

盾激化!对有暴力倾向的家庭成员要及时疏导!

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人! 根据情节予以批评

教育或者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公安机关将

家庭暴力报警纳入(

(("

%出警工作范围!在接到

遭受家庭暴力的求助时! 要迅速出警! 及时救

助!在受害人需要时!为其提供有关证据+对实

施家庭暴力行为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触犯刑

法的依法立案侦查$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

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

法及时审查! 对符合逮捕或者起诉条件的应当

依法批准逮捕或者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对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家庭暴力案件或者受害人自

诉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及时依法审理+构成犯

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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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违法 追究刑责是一个范本

父子相残引起的社会思考

基层传真

本周聚焦
!

本报记者 李 芳 本报通讯员 邹志远 李馨娓 左明星

核心提示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从来讲究%父慈子孝&#%虎毒不食子&' 然而$近年

来$随着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人

身上日渐出现道德%空当&$加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网络的缺失$基层政权和职

能部门在调解#疏导#防范方面的缺位$都使得父子相残在一些地区成为一种不可

忽视的亲情犯罪现象(

贵阳市清镇法院环保法庭日前

审理一起破坏生态案$依照)刑法*对

!

名涉案人员判处有期徒刑$ 其中
!

名主犯分别领到刑期
("

年半(

这起被称为%福海生态园&案$是

打着生态名义却明目张胆破坏生态

的典型的环境违法案件 ( 据报道 $

!"",

年初$北京福海福樱石新材料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贵州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合谋在贵阳云关山森林公园

占地
!"""

亩修建
(!""

栋别墅$被查

处时已经占用林地
(,)*!

亩$ 滥伐林

木
&')*+

亩(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

滥伐林木两项罪名追究责任人刑责$

两涉案单位同时各被判罚
(""

万元(

因破坏生态环境被判
("

年以上

徒刑$ 是
(%%,

年刑法修订以来的第

一次( 笔者查阅)刑法*$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应判
!

年以下,滥伐林木罪可

判
"

到
#

年$数罪并罚执行
("

年半$

量刑准确无误( 可以说%福海生态园&

案开创了用刑法手段重拳打击破坏

环境的先例$是一个好兆头(

近些年$破坏生态环境事件可谓

层出不穷( 有非法占地的,有毁坏林

木的, 有污染大气环境和江河湖泊

的( 据环保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

!"""

多起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事故(但

对这些环境事件的处理主要是经济

处罚和行政处分$ 污染企业被罚款$

掏钱消灾,企业老总背个处分$重一

点的莫过于降职#撤职或调离领导岗

位$鲜见被追究刑责( 这种拳击%棉

花& 式的处罚很难让当事人刻骨铭

心$罚款由企业埋单$无须个人掏腰

包$老总挨处分只是搔搔痒$避过风

头官复原职或异地做官$屡见不鲜(

破坏环境为何少有追究刑责- 分

析原因$一是)刑法*对危害生态行为

定性范畴窄#量刑较轻,二是观念和

认知上往往把环境违法视为经济行

为$故多采用经济制裁,三是不排除

上级部门对环境肇事单位的法人代

表老总网开一面( 目前我国正处于环

境事故和环境违法的高发期$保护环

境$法律是最直接#也是终级手段$且

是最有强制性和威慑力的武器( 严重

环境事件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所造

成的污染以及对人民群众健康和生

命安全之危害$不亚于杀人$构成犯

罪的必须坚决施之)刑法*(

贵阳案例堪称范本$环境违法追

究刑责应成常态( 做到这一点$首先

取决于严肃执法$不姑息#不手软( 其

次是用)刑法*思维思量治污$将更多

的环境事件纳入)刑法*处置$以增强

对环境违法的震慑力$ 这就需要对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必要修

订(

!'

!

尹卫国

省司法厅!

困难群众免费办理公证

通许县!

!阳光仲裁"裁出和谐音符
于朋从

(%*%

年
,

月开始在通许县汽车站做临

时工$去年
(!

月
!(

日!单位领导突然通知她*(单位

决定清退临时工$ % 已在汽车站工作
(*

年的于朋

(蒙%了!她认为单位虽然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已

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遂将汽车站诉至通许县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要求汽车站继续保留其工作'如数给

付工资'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

通许县仲裁委受理后迅速启动 (阳光仲裁%!经

过调查!仲裁庭认为*于朋在车站工作
(*

年!车站应

该与于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车站单方面解

除与于朋的劳动关系!违犯,劳动合同法-第
&'

条'

&,

条之规定$ 经过调解!日前于朋重新走上了工作

岗位!她高兴地说*(我要感谢.阳光仲裁/$ %

近年来!随着企业改制的力度越来越大!劳动

争议案件出现上升势头$ 为维护当事双方的合法权

益!通许县仲裁委全面启动劳动争议(阳光仲裁%!

简化程序!对农民工申诉的案件!缓交'减交'免交

劳动争议仲裁费用+启动部分裁决程序!对于急需

治疗的工伤人员!采取先行裁决的方式!责令用人

单位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满足农民工维持基本生

活'基本医疗费用和及时得到治疗的迫切需要$ (阳

光仲裁%实施以来!案件调解率达到
("".

!收到较

好的社会影响$

!'

!聂 强"

寻 饼 记
新闻故事

!

本报记者 李芳 本报通讯员 邹志远

!我身边的法治故事"征文"

豫北监狱的变迁
相关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

干意见#日前出台$其间将家庭暴力定义为!行

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

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同时还规定将家

庭暴力纳入'

(("

(的出警范围&

家庭$ 原本应是一处温馨的情感港湾$但

因家庭暴力的肆虐而变得噩梦连连了& 近年

来$从广州少女惨遭其生母割耳$到广东大学

生董吉君弑父$再到一幕幕情景不一的家庭冷

战剧的频繁上演$凡此种种的家庭暴力$使得

原本温馨的亲情港湾$因遭际到各式暴力的围

殴而日益恐怖起来& 所以说$相关部委适时界

定家庭暴力的定义和内涵$ 并将其纳入'

(("

(

的出警范围$无异于给那些'受伤的亲情(拉上

了一道'防火墙(& 因为在法治语境之下$任何

一种暴力都必须在法律层面找到与其相对应

的克星& 据)南方都市报#

!"",

年
(

月
!#

日报

道$目前中国有超过三成以上的家庭存在家庭

暴力$其中广东省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则高达

##),$

$ 足见家庭暴力业已到了 '最危险的时

刻(&

但是$就家庭暴力而言$由于其发生形式

的多样性$以及亲情受伤的复杂性$单纯法律

意义上的'以暴制暴($并不能对现实中'受伤

的亲情(给予妥帖的保护& 比如广州那名遭割

耳的少女事后便替其妈妈求情*再比如遭丈夫

暴力相侵的妻子竟对警察说!'我只是吓唬吓

唬他$谁让你带走他+ (,,可见单纯依靠法律

手段处理家庭暴力$ 不仅凸显出法律之局限

性$ 更常常容易令执法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尴

尬境地& 更为尴尬的是$法律在惩治家庭暴力

的过程中 $还往往尽显其 '法律不是万能的 (

之软肋或硬伤& 在日本$)防止家庭暴力及保

护被害者法#实施后$其不足或劣势更是十分

明显$尤其对包括性暴力%精神暴力及语言暴

力等在内的另类家庭暴力$ 法律常常显得无

可奈何& 因为对诸多瞬息万变的亲情战$法律

若干预过甚$则势必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导致

许多惩治家庭暴力的法律常常存在其先天局

限性的原因所在&

立足保护 '受伤的亲情 ($单靠纯粹的法

律手段 $ 就可能会因其存在明显缺陷而使

'受伤的亲情 (受到 '二次伤害 (& 故而 )关于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 # 的出台 $

令司法等机构在干预家庭暴力时有了法理

依据 $但要真正使 '受伤的亲情 (得到妥善的

修复和保护 $并确保 '受伤的亲情 (不遭受

'二次伤害 ($恐怕还需调动更多的道德干预

手段 $包括放手让更多以反对家庭暴力为宗

旨的民间力量广泛参与其中& 毕竟要从根本

上消除家庭暴力 $除强有力的法治矫正手段

之外 $更依赖于现代文明程度和公民道德水

准的整体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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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受伤的亲情"应当法德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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