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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宣传日#的分会场$郑

州市北京华联商厦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昨

日上午
$

时
%&

分$ 正是附近商场员工的上

班时间$法制宣传咨询台却留住了他们匆匆

上班的脚步% 一个女孩挤到咨询台前$拿了

本&农民进城务工法律知识问答'说(!我爸

和我哥都在外地打工$以前还碰到过不给工

资的包工头$挺气人的% 我拿本法律知识回

去让他们看$以后再遇到权利得不到保护的

时候$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

在二七区检察院的咨询台上$摆着!预

防职务犯罪#)!反贪局#等牌子$有些人便冲

着这些牌子过来问 (!反贪局是做什么的

呀* #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便耐心地给人讲起

反贪局的职能%

现场每一个咨询台上都摆着各种各样

的法律宣传资料$与往年相比$这些宣传册

的内容更加贴近生活%

!这个宣传单很实用$ 比如这里面说的

+发生劳动纠纷后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

讼,的问题$我就不知道$原来发生劳动纠纷

后$要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对仲

裁结果不服的$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 市民

张女士来咨询台前站了一会儿$觉得收获不

小%

'

安报记者 张杰
!

在当日的活动现场$ 郑州市惠济区司法

局的咨询台前可谓人头攒动$ 猜谜语) 学法

律)领奖品--群众的参与意识空前高涨%工

作人员除法律知识宣传展板外$ 他们还印刷

了!普法教育七字诗#%

!法律保护人身权$ 打人致残要法办$故

意伤害是犯罪$判刑坐牢又赔偿% #!人人都与

法有关$莫把普法当负担$学法懂法长知识$

守法用法有出息% #这些七字普法教育诗是惠

济区司法局局长郑毛文用
%

个月时间写出来

的$涉及婚姻家庭)婆媳相处)子女教育)邻里

关系) 治安管理等方面$ 而且读起来朗朗上

口%

此外$ 惠济区司法局还设置了
!&&

个法

律知识谜语$猜对者可以领取洗衣粉)肥皂等

奖品$这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兴趣$他们都积极

参与其中% 一领到奖品的小伙子甚至动员记

者也去参与活动(!这种形式多好呀$ 学了知

识$也得到实惠% #

!谜语+无罪释放,$打一法律术语$这是

什么呢* #苦思冥想几分钟后$市民张某想到

了答案是!人身自由#...!无罪释放$不就恢

复人身自由了吗* #

一个多小时$ 大部分谜语都被市民猜了

出来$

%

大麻袋奖品所剩无几% 对于一些难解

的谜语$市民也与工作人员商讨答案%对于这

种新颖的普法形式$ 郑毛文深有感触地说(

!普法也要有好的载体$这样才能吸引群众参

与$单独的说教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

昨日$宝丰县工商局执法人员走上街头$

在县城人民路繁华地段设立工商法律法规咨

询台$接受群众法律咨询$宣传打假)维权知

识%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当日共现

场接受群众咨询
!&&

多人/次0$解答问题
!&&

多条%

'

安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光辉 双正!

二七区司法局也在北京华联广场设置

了大量的宣传台$所不同的是更关注女农民

工%

!女农民工很不容易$ 她们和男农民工

一样$也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但是因为性

别所限$却在进城以后$遭遇了身体和心灵

的一系列冲击$比如在工资待遇上被区别对

待$在夫妻感情上遭遇丈夫变心等% 缺少法

律知识的她们$甚至在困顿无助的情况下走

向了犯罪的道路% 所以维护她们的合法权

益$对促进两性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

有重要意义% #郑州市二七区司法局局长王

淑真说%

据了解$二七区司法局不仅专门印制了

&关爱女人健康')&妇女常用法律案件分析'

等一系列浅显易懂的法律常识读本$在普法

宣传日前一天向各个工地大量散发$而且活

动当日还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和法律援助

受理台$以便于广大女农民工现场咨询和求

助%

'

安报记者 王建芳 通讯员 田甜!

昨日上午$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活动

在商丘全市各地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与往年不

同$ 今年的法制宣传活动更加突出以人为本$

重点宣传法律援助)食品药品安全)真假食盐

和烟辨别)创业税收优惠措施等与百姓生活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生活常识%

在商丘市白云绿地主活动现场$各律师咨询

台被群众紧紧包围$ 群众纷纷向律师诉说自己的

疑惑%食品药品安全尤其被人们关注%商丘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咨询台上摆满了假药样本和食品

安全常识资料$ 工作人员为解答群众的问题忙得

不可开交%一位工作人员说(!嘴都讲酸了%#同样$

在商丘市梁园区烟草专卖局的咨询台上$也摆

满了假冒的帝豪)红旗渠)中华等香烟% 对此感

兴趣的人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的热情始终不

减%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

球% 在商丘市地税局的宣传展板前$

%&

多人正

在认真浏览$试图为自己创业找到希望
(

此外$食盐安全)房地产)计划生育等方面

的宣传也不逊色$群众普遍反映这样的活动举

办得好$应该多举办几次%

"安报记者 张东 实习生 蒋明 通讯员 王志强!

)

心理育人
昨日上午$ 郑州市石佛劳教所邀请郑州

市知名教育专家) 郑州市关工委五老报告团

副团长周惠玲前来该所为全体劳教人员做了

一场以!责任)命运与机遇#为主题的人生成

长教育的报告会%

周老师从人在学校)家庭)社会三个角色

的转变及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 教育劳教人员明白一个人如何学会生存

知识和技能$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做一

个有尊严的人生存于天地之间% 要紧紧抓住

学习改造机遇$把握自己命运$把对家庭)对

社会)对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做一个有价值

的人%

报告会后$一名劳教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听了周老师的报告责任使我找准自己的人

生+位置,$明白自己的角色和所要承担的责

任$找到了自己努力的人生方向$使我们的心

灵接受了一次新的洗涤% 我一定抓住我下半

生的机遇$开创自己美好的明天% #

'

安报首席记者 赵蕾 通讯员 化改英 李阳!

*

法官育人
!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

界的蛊惑和诱惑$比如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

起几个少年被黑心老板威逼利诱着卖假证$

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件--# 台上$王群岭

讲得声情并茂$台下$

!&&&

多名学生听得聚精

会神$这是!

!"

"

#

#法制宣传日来临之际$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给辖区青少年带来的一份

!普法大餐#%

!"

月
#

日是法制宣传日$为了宣传法律$

关爱青少年$当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少

年刑事审判庭庭长王群岭应郑州市卫校之

邀$为该校学生讲授法制课%

王庭长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以&未成

年人犯罪现状的分析与预防'为题$从生动的

案例入手$穿插讲解法律常识$未成年人犯罪

的现状)成因及危害$最后重点分析了怎样预

防青少年犯罪和怎样避免成为被害人$ 给该

校学生上了一场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

安报记者 王建芳 通讯员 卫香香 李亚男!

!我在辞职待批期间为某公司研究了一项节

能工艺并开发了相关的产品$

!!

公司按照合同要

约给了我研究开发费用$ 可是我却以职务侵占罪

被我原来所在的单位起诉了$被判了
!&

年徒刑$我

心里一直不服$请问对我的定罪量刑有问题吗* #

!我应该是故意伤害罪$可是法院却判了我故

意杀人罪$我最近经常看法律方面的书$感觉法院

的判决有问题$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

!我入狱以后$父母死了$老婆跟人跑了$

现在是万念俱灰$感觉活着特苦闷$请问我应

该怎么办* #

昨日
+

焦南监狱邀请了焦作市法律援助中心和

共青团焦作市委
!"%,,

心理咨询中心的专家学者

来狱当面向服刑人员解疑释惑% 在省焦南监狱服

刑人员多功能厅内人头攒动$几十名服刑人员围着

专家学者不停地倾诉着埋藏许久的困惑%

"安报首席记者 赵蕾 通讯员 孙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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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第八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今年
的宣传主题为 $弘扬法治精神 服务科学
发展%&围绕该主题#我省各地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法制宣传活动&本报记者在各活动
现场采访时#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宣
传内容更加贴近民生&

气氛热烈的法制宣传日 #安报记者 宁晓波 摄!

市民竞猜法制谜语 $安报记者 宁晓波 摄!

活动现场%市民在咨询

$安报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刘书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