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杞县法院
组织 40 名党员法官前
往兰考县焦裕禄纪念
园进行参观瞻仰，重温
了焦裕禄同志平凡而
伟大的一生，接受廉政
教育。法官们纷纷表
示，要以焦裕禄同志为
榜样，公正司法、一心
为民，为人民群众用好
手中审判权，做一名让
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
法官。记者 张东特约
记者李梦华 通讯员李
冰摄影报道

▼“如果不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要受到法律
的制裁，为人处世应该诚实守信……”近日，杞县法院在杞县文化中
心广场举行诚实守信宣传活动，执行法官通过摆放宣传栏、发放宣
传资料、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讲法律知识，倡导诚实
守信，并对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耐心解答。

记者 张东特约记者李梦华 通讯员李冰摄影报道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
华 通讯员 李冰）“王法官，谢谢你帮我们追回
了血汗钱，请吃饭你们不去，发红包也拒
收。我们不知道怎样表达感谢，就跑到西寨
乡免费求来杞县著名的农民书画家晁景祥
老师的一幅画，这次你们一定要收下，权当
留个纪念……”近日，一位当事人来到开封
市杞县法院执行局综合室主任王洪湾的办公
室,他小心翼翼地从背包中拿出一幅画，轻轻
展开递给王洪湾。

2015年10月，家住周口的王某等10余人
跟着包工头赵某在一工地打工，双方因琐事
发生纠纷，王某等人撤出了工地。赵某以王
某等人违约为由拒绝支付工资，经王某等人

多次讨要工资，赵某仅支付了 16000 多元。
无奈之下，王某等人将赵某起诉到杞县法
院。2016 年 5 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赵某给
付王某等人剩余工资。判决生效后，赵某迟
迟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王某等人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赵某依旧我行我
素，通过各种方式规避法院执行，拒绝履行给
付义务。

近日，作为案件承办人的王洪湾经多次探
听并掌握被执行人赵某在家的消息后，在一个
细雨蒙蒙的早晨将赵某堵在家中。赵某不仅
不愿意履行义务，还不时掏出电话联系熟人，
并与法官套近乎。王洪湾当即将赵某拘传到

法院，向其耐心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同时告知
其若不履行义务所要承受的法律后果。最终，
赵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立即联系家人将执
行款全部送到法院，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王某等人领到执行款后，非要请法官吃
饭，被王洪湾婉言谢绝。王某通过微信给王洪
湾发红包，也被拒收。王某等人为了表达对王
某等人的感激之情，专程跑到当地农民书画家
晁景祥的家中，向晁景祥老师请一幅画，感谢
执行法官。晁景祥老师得知王某等人的来意
后，十分感动，当场免费画了一幅《兰草蝈蝈
图》，画面上的几株兰草轻舒枝叶，两只蝈蝈在
兰草边嬉戏，旁边一行草书写着：人民法官，廉
洁办案，人生如兰，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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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书画家挥毫盛赞执行法官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李冰）李某为躲避债务，绞尽脑汁逃避
执行。近日，被执行人李某因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由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

2013年9月，赵某在杞县某服装公司上班
时，突感身体抱恙，后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
亡。经协商，赵某的妻子张某、两个孩子及父亲
赵某共同得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
491300元。张某领走了赔偿金40000元，剩余赔
偿金全部由赵某领走。后来，张某与其两个孩
子以赵某领走的赔偿金为共同财产为由，向杞
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某给付应分得的赔偿
款。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赵某给付张某及两个
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258780元。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多次催促
赵某履行义务，但赵某均以没钱为由拒不还
款。执行法官经调查得知，赵某曾经借给李某
35 万元且已到还款期限，遂找到李某说明情
况，告知其对赵某所负的到期债务不得向赵某
清偿。杞县法院裁定强制执行老赵对李某的
到期债权，李某拒绝履行义务。2015 年 4 月，
李某与妻子协议离婚，将两处门面房办到其子
女名下，李某则外出躲避执行。

近日，执行法官得知李某回到家中后，到
李某家中进行搜查，发现李某瑟瑟发抖地蜷缩
在儿子房间的衣柜里。法院鉴于李某有能力
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而拒不履行，侵害
了他人的合法权利，遂将李某移送至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等待李某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老赖”柜子里“躲猫猫”涉嫌拒执罪被逮捕

十余年积案一朝结 当事人送锦旗表谢意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李冰）“李法官，我们现在就在咱法院
门口，您出来一下，我们一大早赶来，给您送锦
旗来啦！”近日的一天早上，开封市杞县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李亚威刚到办公室，便接到了申请
人刘某和马某打来的感谢电话。

事情还得从2004年7月说起，邢某在郑州
承接建筑工程时急需一笔资金，通过其朋友何
某分别向刘某、马某借款 40 万元、30 万元，并
约定还款日期和利息。借款到期后，经刘某和

马某多次催要，邢某迟迟不肯还款，且将债务
推到何某身上。刘某和马某将邢某诉至杞县
法院。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邢某偿还刘某和
马某的本金及利息，邢某以种种借口拒不履行
还款义务，并四处躲避。执行法官李亚威经多
次走访调查，发现了邢某有一处房产，以此为
突破口顺利执结案件。

“李法官为我们的事儿没少操心。”刘某边
说边将写着“执行有阻力，正义必胜利”字样的
锦旗送到李亚威手中。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
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李冰）“没想
到你们工作那么忙，还亲自把执行
款送到家，真的太感谢了。”近日，
开封市杞县法院执行局法官张云
霄来到高阳镇刘老汉家，将 5800
元执行款送到老人手中，彰显了司
法为民情怀。

据了解，为切实保护弱势群体
的合法权益，该院在执行涉及老人
赡养费、孩子抚养费、残疾人赔偿
款等类型的案件时，发现大多数当
事人在农村居住，行动又不方便。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该院对此类案
件一律采取“特快专递”的方式，执
行干警登门将执行款送到申请人
手中，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申请人行走不便
执行款送到家中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
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李冰）近日，开
封市杞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张云
霄带领执行干警来到杞县某小区，
将“老赖”张某藏匿的车辆成功扣
押，案件顺利得到执结。

据了解，王某与张某系舅婿关
系，2013 年至 2016 年间，王某一直
为外甥女婿张某打工，经结算，张
某 应 支 付 王 某 劳 动 报 酬 18000
元。经王某多次催要，张某仅支付
给王某 4000 元，并向王某出具了
一份欠条。王某迟迟要不到工资
款，只好将张某起诉至杞县法院，
法院判决张某支付王某劳动报
酬。判决生效后，张某不履行判决
确定的义务。无奈之下，王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张云霄
向张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等法律文书，并多次到张某家
劝说其尽快履行法律义务，张某不
但不积极履行法律义务，还一直躲
避执行。执行法官曾先后三次来
到张某家中，打算对其拘传，均未
见到张某。

近日，张云霄打探到一条线索，
张某名下的一辆汽车在杞县某小区
内停放，执行法官迅速赶往该小区，
经过多方寻找，成功扣押车辆。

得知自己的汽车被法院扣押
后，张某主动来到法院，全额支付
了执行款。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
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李冰）几年
前，欠下 4 万元借款，迟迟不肯给
付，如今眼看人大代表资格要被终
止，被执行人刘某主动来到开封市
杞县法院如数缴纳了执行款，并要
求法院将其名字从失信“黑名单”
系统中撤销。

刘某与赵某原系夫妻关系。
2010年，刘某以建房用钱为由，向妻
子的哥哥赵某某求助。赵某某念及
亲情，将4万元借给妹夫，双方既没
有约定还款时间，也没有写欠条。
后来，刘某与赵某因感情不和离婚，
双方在离婚时约定，欠赵某某 4万
元债务由刘某负责偿还，刘某也予
以认可。赵某某多次向刘某催要欠
款，刘某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无
奈之下，赵某某将刘某诉至杞县法
院。法院审理后，判令刘某偿还赵
某某借款 4万元。判决书生效后，
刘某借故推诿，不肯还钱，赵某某只
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刘某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执行法官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日前，杞县法院接到该县
人大常委会的代表名单后，得知刘
某系人大代表。执行法官再次通
知刘某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否则将
书面提请县人大常委会终止其人
大代表资格。这时，刘某慌了神，
当天便来到法院履行了全部执行
款。依照规定，杞县法院在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系统中及时撤销了刘
某的名字。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
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李冰）“谢谢
寇法官，谢谢执行局的领导和同
志们，多亏你们这么多天的辛苦，
俺们才领到了执行款！”安某夫妇
接过 39000 多元的执行款，围着开
封市杞县法院的执行法官寇奇峰
感谢道。

据了解，2014 年 9 月 16 日，原
告安某和妻子孟某在骑电动车外
出办事的途中，被刘某驾驶的轿
车撞伤，造成安某夫妇身体不同
程度受伤。随后，安某被送到医
院接受治疗，先后花去医疗费数
十万元，经杞县交通事故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刘某除去
先期垫付的医疗费外，另赔偿安某
夫妇各项费用 20 万元。协议签订
之时支付 10 万元，余下 10 万元分
两次给付，但刘某并没有履行协
议，安某夫妇将刘某起诉至杞县法
院，要求刘某按协议给付。法院判
决刘某给付安某夫妇协议中首次
需支付的 5 万元。判决书生效后，
刘某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安某严重受伤，生活不能自
理，靠孟某一人照顾，又需要支付
高额的医疗费用，家庭生活举步维
艰。无奈之下，安某夫妇向杞县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强制执行期间，因刘某常年
不在家，承办法官寇奇峰带领法警
多次到刘某家中，向其家人耐心释
法，让其家人通知刘某到法院履行
法定义务，但其家人不配合工作。

执行法官在得知刘某回家的
消息后，深夜带领20余名执行干警
来到刘某家中，将其拘传至法院。
在执行法官寇奇峰等人耐心说服
教育情况下，刘某仍然态度强硬，
不听劝说。法院决定对刘某采取
拘留措施。刘某一看要动真格，脸
色大变，态度缓和，同意履行法律
义务。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刘某履
行了法律义务。

车辆被扣押
“老赖”主动还款

人大代表资格
要被终止
“老赖”到法院
主动还钱

法官深夜出击
执结“钉子案”

申请人请吃、送红包被婉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