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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与突出重点对象相结合，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和青少年这个“关键多
数”；与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相结合，全市各级各部门结
合本部门职能抓好宪法学习宣传；与重大
主题活动相结合，把宪法学习宣传融入三
大攻坚战等全市重大主题活动；与媒体宣
传相结合，形成报刊有文、电台有声、电视
有影、网络有言的宣传格局……

近年来，驻马店市把学习宣传宪法作
为一项政治任务进行精心部署，多措并举，
迅速在全市掀起了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热潮。

抓住关键
营造全民学法氛围

7月 2日上午，驻马店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
清华大学教授王振民作了《我国宪法及其
发展完善》的报告，市委书记陈星主持会议
并讲话，1500多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聆
听了此次报告会。

为了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学法用法“关
键少数”，驻马店市各地各单位把宪法列
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
学习计划，把宪法学习与中心组理论学习
结合起来。通过专家辅导、宪法宣誓、组
织国家工作人员宪法知识考试等形式，让
驻马店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宪法修
改的重大意义，推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国
家工作人员增强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
尊严的意识。

6月18日，驻马店市第三中学在抗日英

雄杨靖宇将军雕像前举行了升国旗、晨读
宪法活动。早上 7 点整，宪法晨读正式开
始，各年级主任通过广播介绍国家开展宪
法日活动的基本情况后，各班团支书选择
宪法序言及正文中的部分章节、条款组织
师生集体朗读。在场所有人都精神饱满，
情绪激昂，大声跟随诵读，用心体会宪法
的庄严与神圣。

据介绍，为了抓住青少年这个学法用
法“关键多数”，驻马店市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积极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大力开
展“六个一”活动，引导青少年掌握法律知
识，树立法律意识，养成守法习惯。

明确权责
落实普法责任制

驻马店市委农办、市农业局开展了“宪
法宣传乡村行”；市总工会、市工商联开展
了“宪法宣传工地行”；市工商局、市税务局
开展了“宪法宣传街道市场行”“宪法宣传
企业行”；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开展了“宪法
宣传交通行”；市教体局、市法院、市检察
院、市司法局、市妇联、团市委开展了“宪法
宣传校园行”；市司法局、市法援中心开展
了“宪法宣传军营行”……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推动了宪法进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家
庭、进军营，基本实现了宪法宣传的全覆
盖。此外，驻马店市纪委监察委举办了“天
中清风杯”宪法、监察法知识竞赛；市交通
系统利用公交车车载媒体、智能公交站牌
开展宪法宣传。截至目前，驻马店市内银
行各营业网点滚动播出宪法宣传标语已达

100多天，移动、联通、电信 3大通信运营商
已累计向全市 600 多万手机用户发送短
信。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宪法已
走进千家万户、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宪
法精神已根植在百姓心中。

找准节点
提升宣传效果

10 月 18日下午，平舆县司法局组织开
展以“宪法进万家”为主题的法治文艺巡演，
广大群众前来观看演出，学习宪法知识。

演出现场，该局悬挂普法横幅、设立法
律服务咨询台，工作人员积极向群众介绍
宪法修改的内容和宪法精神，让群众了解
新宪法修订的意义，并接受群众关于法律
方面的提问和政策咨询。同时，工作人员
向广大群众发放了宪法知识普及读本、宪
法宣传围裙、手提袋等法治宣传物品。

驻马店把宪法学习宣传融入实施三大
攻坚战、村（居）“两委”换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提高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和公众安
全感等全市重大主题活动，广泛开展“宪法
进万家”活动，组织普法讲师团、法律服务
志愿者队伍走村入户，开展宪法巡回宣
讲。同时，以全市公共法律服务站和公共
法律服务室建设为契机，以落实“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为抓手，驻马店市充分发
挥村居法律顾问作用，广泛动员法律服务
工作者、普法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等深入乡
村、社区开展宣传活动，采取以案释法、设
立法治咨询台、举办法治讲座、赠送宪法读
本、进行法治文艺演出等喜闻乐见的形式，
使宪法走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让宪法学习宣传活起来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
娅 通讯员 艳娟 双娇 高翔）11 月 2 日
上午，李某将一面锦旗送到获嘉县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手中。

事情还要从 10 月 20 日说起。当
天上午，商城县人士李某及其亲属 8
人到获嘉县信访局反映，李某的父亲
在获嘉县城某住宅小区工地打工时突
发疾病身亡，要求开发商赔偿。案件
随即转至获嘉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中心主任王随芳和调解员马世启、张
树武立刻进行调解。

经调查得知，李某父亲经老乡介绍
于今年 9月 4日到获嘉县某住宅小区工
地做木工。9 月 26 日上午 7 时，他在工
地上突发脑出血，被送至医院抢救，当
天下午 4时转院，当晚进行了脑血肿清

除术。9 月 27 日早上 6 时，医院向患者
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李某及其家属商
议后决定放弃治疗。当天下午 5 时左
右，李某父亲在回乡途中死亡。

李某等人来到事发工地找负责人
要求赔偿，但开发商及相关负责人迟
迟没有露面。李某及其亲属情绪激
动，将正在施工的塔吊电闸拉断，工地
被迫停工。现场工人感到事态严重，
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马世启、张树武召集开发商和建筑
公司负责人、李某及其亲属进行协商，
对李某及其亲属做疏导安抚工作。李
某提出要求赔偿父亲丧葬费及其他各
项费用 10 万元。开发商方认为李某的
父亲因病死亡，属于自身原因，并不是
安全事故，开发商及建筑公司并无直接

责任。出于人道主义，开发商愿意适当
补偿 3万元。调解员多次做工作，开发
商答应最多补偿 5 万元。双方态度坚
决，调解一时陷入僵局。

10 月 30 日，王随芳再次召集当事
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调解，先是单
独给死者家属讲述同类案件的调解数
额，从法理上摆事实讲道理；之后又单
独给开发商和建筑公司负责人做思想
工作，让他们体谅死者家属之苦，给予
人道主义关怀。通过法理和情理的结
合，双方数额上的差距不断拉近。最
终，双方都同意让步，达成“开发商及
建筑公司一次性补偿死者李某及其家
属丧葬费、运输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7
万元”的调解意见。次日上午，李某及
其亲属收到了 7 万元补偿款。

◀11月1日，郑州市白庙强制隔离戒
毒所工作人员走进精神文明单位结对帮
扶村登封市告成镇庙庄村，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他们悬挂宣传横
幅、发放宣传页和法治宣传读本，还进行
了现场讲解，开展了签名活动，积极动员
群众举报揭发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
索，营造扫黑除恶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
良好氛围。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为推进规范文明执法教育整顿专项活
动深入开展，10 月31 日，河南省第一强制隔
离戒毒所举办专题法律讲座，邀请该所法律
顾问授课，提升戒毒工作科学化专业化规范
化水平。 曹振华摄影报道

▲11月1日上午，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关司
法所在中部大观广场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向来往群众发放宣传物品，提供法律咨
询和法律服务。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通讯
员刘静莉摄影报道

▲昨日，郑州市金水区司法局文化路司法
所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开展反家庭暴力普法宣
传咨询活动，告知群众遇到家庭暴力如何向法
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如何正当防卫。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电动车撞上单车
图片新闻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通
讯员 张宁）10 月 30 日上午，在开封市龙
亭区司法局大兴司法所的调解室里，一起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被圆满化解，当事人王
先生与李先生现场签订了调解协议。

10 月 26 日，开封市民王先生骑着共
享单车行驶在西门大街时被骑电动车的
李先生撞倒在地，王先生的左膝和左胳膊
轻微擦伤，手机也滑落到地上，屏幕摔
裂。王先生当场要求李先生赔偿他 2000
元，李先生虽然也承认自己车速过快，有
一定责任，但他觉得王先生只是轻微擦
伤，手机也可以维修，他只愿意拿出 500
元。双方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便在路
口争吵了起来。

当时，大兴司法所所长王婷婷正和几
位工作人员在路上巡查，便上前询问了
事情的详细经过。由于人流量、车流量
较多，他们先安抚王先生与李先生的情
绪，邀请他们到大兴司法所，为他们进行
调解。由于王先生有急事要处理，便与
李先生互留了联系方式，并和王婷婷约
定了调解日期。

10 月 30 日，开封市司法局指派该市
宋都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河南王松
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建波，与王婷婷共
同调解这起纠纷。调解现场，王先生与
李先生互不相让。张建波结合道路交通
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指
出了李先生在此次事故中应该承担的责
任。王婷婷则从人情出发，希望他们双方
能够互谅互让、各退一步。在两位调解员
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
见。李先生当即拿出 600 元现金递给王先
生，并向王先生诚恳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锦旗送给调解员

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齐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