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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压舱石”
9月 15日，洛阳市涧西区法院刑

事审判庭庭长范映辉和法官赵秋香
来到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为该校师
生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法治讲座。活
动中，赵秋香围绕与学生息息相关的
法律知识，针对校园中易发生的打架
斗殴、抢劫、盗窃等案件，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具体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
地阐述和剖析了青少年在道德养成、
品德培养、遵纪守法等事宜上应当注
意的问题。生动的讲解受到师生们
的欢迎，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为了夯实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基石，洛阳市依法治市办公室成立了
市“七五”普法讲师团、“青少年法治
宣讲团”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团”，深
入学校举办法治讲座 500余场次，受
教育者达 60 万余人次。同时，该市
从政法部门挑选责任心强、法治工作
经验丰富的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和
辅导员，实现1359所中小学法治副校
长（法治辅导员）100%全覆盖。

耳目一新的东方四小互动式法
治长廊将法治教育的内容通过游戏、儿
歌、漫画等形式进行展示，让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在玩中学、看中学、读中学，使得
生活中的法律小常识深深烙在孩子们
的心中。如今，该校的法治长廊不仅
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
涧西文明创建法治宣传的新亮点。

洛阳市依法治市办公室还与河
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签订志愿者协议，
邀请法学院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积极
参与青少年普法工作。涧西区景华
实验小学以学生通过社团活动竞聘
上岗成为普法宣传志愿者的方式，激
发学生学习法律、宣传法律的兴趣，
扩大普法覆盖面。

为美好明天护航
——洛阳市积极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效纪实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通讯员 吴志军 乔
博文）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律师参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近日，襄城县司法局召开律师参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会上，全体律师学习了许昌市律师协会印发的《关于
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意见》以及
草拟的《律师事务所办理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集体研究
制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办理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接案审
查与报告备案制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办理涉黑恶势力犯
罪案件检查督导制度》等文件，并对该县律师参与涉黑涉
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

会议指出，各律师事务所要对律师承办涉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进行专门管理，由各律师事务所主任负责，及时
上报拟承接案件、办理、办结情况。针对涉黑涉恶势力案
件建立报告备案、集体研究和检查督导 3项制度，要求律
师承办的每起涉黑涉恶案件都要及时向许昌市律师协会
和县司法局备案；各律师事务所要对律师拟承接涉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进行严格审查，方可办理委托手续。各律
师事务所要成立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指导小组，对本所
承办的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集体研究、集体决策。

“司法所把俺和邻居十几年的
矛盾解决了，俺心服口服！”近日，汝
州市司法局小屯镇司法所所长、镇
信访办主任何莹莹受到该镇某村村
民王某送来的锦旗。

像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周都在
汝州市上演。近年来，汝州市人民
调解工作受到群众越来越多的好
评，这与汝州市司法局实施“三个融
入”，落实“枫桥经验”，不断创新人
民调解工作机制是分不开的。

人民调解
融入信息化建设

“俺村里王某和翟某又吵起来
了，杨所长，你说该咋办？”汝州市纸
坊镇某村人民调解员着急地在汝州
市纸坊镇司法工作微信群里发消息。

“赶紧先把双方拉开，别让矛盾
激化越闹越大。”该镇司法所所长、
人民调解员杨政伟回复消息，“你先

‘背对背’调解试试，不行的话，我现
在赶过去帮忙。”

今年以来，汝州市司法局顺应
信息化时代工作要求，由各乡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牵头，组建了人民调
解工作微信群。在微信群里，各村
调解员随时上报各村的矛盾调处情
况，提升了基层矛盾纠纷上报速度，
大大提高了调解成功率，降低了“小
纠纷”激化成“大矛盾”的可能性。

人民调解
融入信访矛盾化解

近日，汝州市小屯镇某村的王
某又来到镇信访办，扬言再不解决
他的问题，就要到市里上访。原来，
他的一亩多责任田被邻居杨某多占
了两三分，该问题经村两委多次调
解，至今仍未解决，导致 10 多年来，
王杨两家争吵不休。

何莹莹迅速着手，深入村组实
地走访，并与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起
调查了解详细情况。她从农村习
俗、邻里关系等角度入手，采用“背
对背”调解的方式，终于解决了这起
纠缠了 10 多年的矛盾。

在汝州市司法局，有一半以上的
司法所长都像何莹莹一样，一直积极
服务辖区信访案件化解工作，积极联

系当事人，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尽
可能促成双方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为辖区的平安建设积极发挥作用。

人民调解
融入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要不是法律顾问司律师帮忙，
俺这几十亩葡萄的损失，真不知道
该咋办！”汝州市陵头镇的韩某种了
40 亩葡萄，去年因使用了不合格农
药，致使葡萄园几乎颗粒无收，损失
惨重。正在韩某和其他 31 户种植户
一筹莫展时，陵头镇人民调解委员
给他们介绍了该镇的法律顾问，引
导韩某等通过法律渠道维权，最终
为 32 户葡萄种植户挽回损失 75 万
余元。

汝州市依托市（县）、乡、村三级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设立了专
门的人民调解室，实现了人民调解
员和律师顾问集中办公。同时，还
开通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为困
难群众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咨询等
一站式服务，破解调解难题，取得了
良好效果。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汝州样板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10月1日上午，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升国
旗仪式，全体戒毒人员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了
戒毒人员对国家的集体荣誉感，激发了戒毒人员积极改
造的热情。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为防止校园欺凌、建设和谐平安校园，近日，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南路司法所联合河南紫鼎律师事务
所在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进行了以“培养守法习惯、强
化用法意识”为主题的法治专题讲座。此次活动丰富了
学生的法律知识，增强了学生的法治意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通讯员吴领华 摄影报道

▲10月1日，郑州市齐礼阎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国
旗下的誓言”主题教育活动。全体警察和戒毒人员默哀，
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追思，在嘹亮的国歌声中，
全体警察敬礼、戒毒人员行注目礼，仰望五星红旗迎着朝
阳冉冉升起。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普法童谣唱起来，普法机制建起来；校园有法治
长廊，学生有普法课堂。

如今，漫步在洛阳市各个中小学校园，市民会发
现，这里法治宣传有声有色，这里讲法守法蔚然成
风。随着青少年普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法治文化正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是洛阳市正在推动的法治阳光
照亮校园文明的生动实践。

“七五”普法以来，洛阳市教育、团委、公检法司等各
部门深入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责任
制，形成了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格局。在全国第
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活动中，全市11所学校
被评为“零犯罪学校”，所属涧西区荣获全国“青
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区”荣誉称号。

襄城县召开
律师参与扫黑除恶推进会

●筑牢主阵地
“七五”普法启动伊始，洛阳市

在全市开展青少年普法知识漫画
作品设计大赛，共征集漫画作品
500余幅，评定出一、二、三等奖共
70幅，为创建平安校园、法治校园
营造了良好氛围。

为充分挖掘利用法治教育资
源，洛阳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大力
推进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截
至目前，洛阳市已建立洛阳警察
博物馆、洛阳市 110 指挥中心、洛
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洛阳市中
级法院少年审判庭、洛阳市涧西
区法院少年审判庭、洛阳市黄河
桥强制隔离戒毒所 6 个青少年法
治教育基地。

去年 12 月 4 日第四个国家宪
法日当天，在万达广场上，一群身
穿迷彩军衣，头戴红帽子的小朋
友，表演了快板《依法治校谱新
篇》，获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他们就是来自涧西区东方四小的
学生，受邀参加涧西区司法局举
办的“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洛阳市各学校结合“全国中
小学安全教育日”“3·15”消费者
权益日、“6·26”国际禁毒日、“12·
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落实“六个
一”工程。“七五”普法以来，全市
中小学共开展国旗下法治主题讲
话 1000 余 次 ，法 治 讲 座 进 校 园
300 多场，委托市检察院开展“预
防校园欺凌，护航美好明天”系
列主题活动 24 次，组织“法律伴
我行”等主题班会、青少年模拟
法庭活动、法治板报、学法签名、
学宪法讲宪法演讲、合唱比赛等
系列活动 800余场次。

●打造新名片
“甄嬛，你不是被骗了吧？个人

信息泄露了！”“华妃，是不是你干
的？”这是东升三中独创的普法情景
剧《甄嬛传之快递来了》中的场景。
该剧结合当前网络诈骗多发的特点
与学生喜爱的电视剧编制成情景喜
剧，让学生在观看中学会如何预防
网络诈骗。

“现在开庭！”随着一声庄严而
清脆的法槌声，景华实验中学模拟
法庭开始审理“破坏小黄车”一案。
真实的表演和以案说法深深吸引了
在场的学生与老师。

如今，洛阳市东方四小、景华实
验小学、东升三中等中小学在法院
的指导下完善少年模拟法庭，针对
与青少年、儿童有关的社会热点话
题和典型案例进行模拟审判。内容
程序力求真实、角色扮演鲜活生动，
并通过校园网向全校师生直播。

瀍河区“崇德尚法、德法同行、
送法进校园”主题法治讲座开展后，
学生自发组织的法治教育主题班
会、排演的法治教育小节目、绘制的
法治教育手抄报，无不表达了自身
的是非观、道德感和对法治精神的
敬仰。

今年 3月开启建设的洛阳市青
少年法治教育展馆预计今年年底建
设完毕，由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校园欺凌、意外伤害、禁毒反邪教、
网络伤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7大主
题场馆构成,以“教育、科技、体验”为
核心设计理念，通过听取宣讲、参
观、互动使青少年融入法治教育过
程中，充分学习法律知识，做到懂
法、守法、爱法，并能运用法律来保
护自己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