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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为了我们的事，郝法官，
您一天都没吃饭了，真是辛苦您了……”当
事人李某、张某分别向洛阳市瀍河区法院法
官郝英英握手告别时说。看着当事人的身
影消失在夜幕里，郝英英的脸上终于露出了
释然的微笑，一看表，这才发现已经将近晚
上 8点了。

这是一起离婚案件，案件当事人张某已
经是第二次到法院起诉离婚，妻子李某和张
某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婚后有一个 3 岁左右
的女儿。双方长期因民族习惯的差异、家庭
经济条件的悬殊、婆媳关系的紧张等因素使
原本和谐的夫妻关系变得不可调和。李某怀
疑张某移情别恋，但无证据证实。李某的弟
弟为自己的姐姐“伸张正义”，一怒之下出手
打了张某，张某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一个多
星期，这使原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更加雪
上加霜。

郝英英接手这个案件后，通过仔细查阅
卷宗，详细了解案情，发现本案的关键所在是
当事人双方家人干预两人生活过多，无形之
中给当事人双方的生活带来很多压力，当事
人双方还是有着良好感情基础的，于是决定
分别做当事人的工作，让这对徘徊在离婚边
缘的夫妻重归于好。

在努力了三次未果后，很多同事都劝郝
英英省点劲，不如直接判决，但她觉得结案
容易，矛盾却依然存在，尤其此案件是涉及
少数民族的案件，为了民族间的和谐，更注
意案件的社会效果，于是，她决定再次给当
事人做工作。通过再次认真翻阅卷宗，她发
现再过三天就是当事人女儿的生日，郝英英
灵机一动，何不借这个机会把他们之间的隔
阂消除？于是在当事人女儿生日当天，郝英
英再次约见李某、张某到法院，经过设身处
地着想，结合法理与情理循循善诱，反复情

感交流沟通，发现双方的争议在渐渐缩小，
双方的情绪也渐渐平和。通过长达 11 个小
时、不停歇调解，当事人双方终于达成了一
致的调解意见，在调解书上签了字，矛盾得
到了有效化解。

郝英英这名洛阳市瀍河区法院的 80 后
女法官，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扎根在了基
层。自从 2012年进入法院工作以来，一直负
责着全院的政工宣传工作，一干就是 5 个年
头。没有抱怨，孜孜不倦地为大家提供良好
的宣传服务、撰写各类汇报和材料、编发各种
新闻信息等繁杂琐碎但又不可忽视的工作。
政治处的工作不像法官办案子那样“专注”，
不限量的文件通知、信息填报以及汇报材料
的撰写等临时性安排，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
便饭，往往一项工作被打断无数次后，仍要按
时完成。即使这样，各式各样的工作都被她
安排得井井有条，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使同

事们敬佩不已，汗水的背后也收获了认可，多
次获得市级嘉奖。

但是忙碌的政工工作，并没有使这位年
轻的女法官忘记自己的本职专业。从入院以
来，除担负全院政工宣传工作外，还主动要求
接收案件，从未间断过，至今已办理案件百余
起，其中调撤率在80％以上，获得当事人的一
致好评。

有时候，其他年轻的女法官问她：“姐，
你每天干这么多的工作累不累啊？”她总是
微笑着说：“累呀，但是我更快乐，因为付出
也是一种担当，是对职业的担当，是对社会
责任的担当。这是人生成长的过程，也是人
生的收获。”是呀，青春的书写需要无悔的担
当，成长的印记需要汗水的流淌，这不正是
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这也许就是郝英英
每天勤奋工作、快乐生活的理由，累并快乐
着。

060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牛亚丽牛亚丽 校对校对 刘任晓刘任晓

E-mail:hnfzbbjb@126.comHENAN LEGAL DAILY2016/08/16
法治关注

“认证成功，请开门！”近日，记
者在三门峡市看守所看到，每名民
警上班时依次站在入口处的人脸识
别系统面前识别。担负看守任务的
武警三门峡市中队监门哨哨兵莫
一，通过哨位集成箱显示屏核实民
警资料，核对无误后逐一放行。据
了解，AB门建设实现智能化检测，
只是省委省政府关心总队建设，提
升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一个缩影。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宁可备
而不战，不可战而无备。党的十八
大后，习主席对武警部队建设高度
重视，明确指出要集中全力干好维
稳这件大事。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把支持部队
建设当成责无旁贷的事，全力支持，
特事特办，急事先办，要事力办。

去年 8 月，针对武警河南省总
队执勤安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省
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和司法厅结合
河南本地实际，与总队一起联合在
三门峡召开全省看守所、监狱安全
工作会议，建立联合检查督导机
制，分勤务类型组织联合检查，今
年 5 月又联合召开讲评部署会，推
动工作落实，确保固定目标执勤绝
对安全。

为确保遇有突发事件能够指挥
高效。省政府、公安、气象、地震、水
利、林业等部门主动把信息网络接
入武警总队作战勤务指挥中心，实
现了信息共享、联合指挥。

人民待我如亲人，我视人民为
父母。武警官兵主动化关爱为动
力，在抗洪抢险、处突维稳等急难险
重任务中，他们用忠诚筑成中原百
姓最值得信赖的钢铁长城。

去年以来，武警河南省总队圆
满完成了中央首长来豫视察、省市
重要会议活动警卫和上合总理会
议、中欧政党高层论坛重大任务安
保以及抗洪抢险等突发事件救援
等事件 90多起,用实际行动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中原梦贡献重要
力量。

累并快乐着
□郎松涛 徐志萌

——洛阳市瀍河区法院法官郝英英先进事迹侧记

共育拥军常青树共育拥军常青树
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武警河南省总队建设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纪实

□记者 王东 实习生 侯裕琳 通讯员 翟晓伟/文 王富晓/图

兵者，国之大事也。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愿望，更是对人民生
活的美好憧憬，实现这些愿望需要千千万万的军人铸起安全的盾牌。对军
人多一分重视，就是在为人民安全感多注入一分力量，更是为世界和平、人
类发展增强几多保障。长期以来，在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进程中，省
委、省政府始终把支持武警部队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以强有力的
举措助推部队的全面建设，为武警官兵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圆满完成以执勤
处突为中心、以反恐维稳为重点的各项任务提供坚强后盾。

“河南的发展离不开武警部队的支持，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发扬拥军优属的优良
传统，全力支持河南总队的各项工作，搞好服务
保障，促进军民团结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部
队战斗力。”6月19日，省委书记谢伏瞻会见武警
部队政治委员孙思敬时，对武警河南省总队全面
建设给予充分肯定。这是省委领导对广大官兵
的精神鼓舞，更是对强军事业的鼎力支持。

多年来，我省党政班子历经调整，但省委
省政委对武警官兵的关怀一直就像黄河之水
一样，源源不断。无论哪位主要领导落实中央
指示精神的力度始终没变，关心支持部队建设
的深情始终没减，倾心竭力为基层官兵办实
事、办大事、解难题，凝聚了军心士气，推动了
武警部队稳步发展。

“想想快要在支队驻地实现安居，心里有说不
出的激动！”连日来，看着工人每天紧锣密鼓忙
碌给部队装修公寓房，洛阳和焦作武警支队的
不少官兵为即将圆上“住房梦”而充满喜悦。

如今，在这个总队洛阳、濮阳、商丘、驻马
店、漯河、许昌、安阳、开封、南阳、鹤壁、平顶

山、周口、焦作、三门峡支队等 14支队的官兵，
在不久的将来都将实现在驻地可以拥有自己
的公寓房。然而，官兵们喜悦的背后，凝聚的
正是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鼎力支持和真情厚爱。

对于武警官兵来说，大都来自全国各地，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调整，远离父母，安
营当地，献身军旅成为不少人的人生选择。而
改善住房条件，实现安居乐业就成为官兵最迫
切的期盼。

省委省政府领导始终把官兵冷暖记心上，
帮官兵之所急，特别是去年6月以来，全军按照习
主席决策部署，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和房地产
资源管理两项整治，重点对工程、土地、租赁等问
题进行集中整治，住房问题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
容，整治难度之大，牵扯面之广，是远远依靠官兵
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复杂难题。

难题怎么解？“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
一支强大的军队，实现中国梦就没有保障；没
有一个富强的国家做后盾，国防和军队建设就
成了无源之水。”让武警河南省总队领导没有
想到的是，这些问题向省政府汇报后不久，省

政府第一时间把帮助解决武警总队的困难和
问题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引导各级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改革强
军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迅速组织相关厅局委
和地市专门召开支持总队“两项整治”问题交办
会，使一大批疑难棘手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两项整治”工作由于问题存量多、涉及
群体广，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为了确
保问题整治有效推进，7 月 4 日下午，副省长
王铁再次带领省政府办公厅、省民政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事管
局等 9个单位的主要领导，深入总队机关现场
召开支持武警总队建设办公会，围绕土地确
权领证、营区营房建设、住房保障等 5 方面 38
项问题，认真研究措施、细化任务、明确时限、
落实责任，强力推动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一
直负责“两项整治”问题治理的总队营房处处
长吴立庄深有感慨地说：“省领导把官兵的事
当自己的事解决，身边的急事、难事解决了，
官兵就能更安心服役了。”

“武警官兵英勇顽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希望广大官兵再接再厉，
再立新功。”7月27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
在安阳县视察灾情时，专程看往慰问武警官
兵，点滴话语充满关爱，深情嘱托催人奋进。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政府是后盾。”
作为双重领导下的武警部队，省委省政府始终把
解决官兵后顾之忧问题作为一件大事来落实。

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加快，部
队官兵异地调动任职成为常态。而对于军人
家庭来说，每一个军人既是国家的栋梁，更是
家庭的支柱。一个军人工作调动的背后都是
一个家庭的迁徙。然而，由于在驻地找不到合
适工作，许多干部与家人长期处于两地分居状
态，抚养子女、照顾老人成为许多军人家属一
个人的重担，在部队驻地为家属谋得一份工
作，稳定好后方，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部队
建设，成为许多军人家庭的热切期盼。

兵之所需，我有所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随军家属就业安置问题，充分考虑武警部队
担负任务重、驻扎高度分散、干部交流任职频
繁的特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先后制定了《关
于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的实施意见》、《省直
部门接收安置军人随军家属实施办法》、《河南

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
规定，从制度层面解决了随军家属工作安置和
军人子女入学中存在协调难、安置难、调动难
的问题，有力解决了广大干部的后顾之忧。据
统计，自 2012年以来，全省协调安置总队随军
家属50多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省委省政府不仅
关心现役官兵，对转业干部、退役士官更是站
在“转业是转岗，不是安置是交流”的思想高
度，把转业、退伍军人当人才，交重任，组织研
究提出了一系列军转安置工作的具体思路，专
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军队转业干部安
置工作的意见》，积极为转业干部安置创造条
件，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不仅激发现役军人
的工作热情，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上下对双拥
工作认识水平的提升。3年来，先后为武警河
南总队安置转业干部420多名。

让转业干部有个好岗位，更要让转业士
官、伤病残士兵有个好归宿。省政府还出台

《河南省〈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办法》，民政
厅领导多次到总队给退役士兵宣讲政策，帮助
总队协调解决转业士官安置、伤病残士兵移交
中的矛盾问题，为广大退役士兵顺利融入社
会，走上新的岗位提供了有力的服务和保障。

在帮助部队解决建设难题中鼎力支持

在帮助官兵解决生活困扰中倾注真情

在帮助部队战斗
力提升中当好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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