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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解年活动中! 渑池县法院英豪法庭采取巡回办案的方式!多

次深入村"组调解案件# 图为该庭法官深入辖区村调处邻里纠纷案件$

杨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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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
政法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为构建和谐
社会服务!

!

月
"#

日上午!河南省委政法委综合
执法巡视组组长"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振
民等一行

!

人! 来到汤阴县人民法院检查指导
工作# 市"县政法各部门负责人陪同参加了督导
工作$

上午
"$

时!孙振民一行轻车简从!走进了
汤阴县法院$ 在该院负责人的陪同下!他们首先
在该院机关大厅查看了%便民服务栏&"%电子公
告板&"%干警外出告知栏&"%法院概况介绍&等便
民利民设施$ 孙振民一边详细查看一边对汤阴
法院的便民利民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孙
院长一行又来到刑庭"少年庭"民一庭等业务部
门!与审判一线的法官们进行了座谈$ 在刑事审
判庭! 孙振民不仅耐心询问了今年以来的收结
案情况! 而且还详细了解了干警的生活待遇等
问题$ 他说!刑事审判庭是法院的窗口庭!一定
要在严格坚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前提
下!坚定不移地搞好刑事审判各项工作!特别是
要在工作中十分注重对刑事被告人的权益保护
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

在该院三楼会议室! 孙振民一行听取了县
委政法委的工作汇报$ 在充分肯定汤阴县政法
工作成绩的基础上! 就如何开展好今后的各项
工作! 孙振民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
度!阐明了政法工作的宗旨$

孙振民最后指出! 政法干警要切实树立大
局意识"公正意识"效率意识和服务意识!要从
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入手!服务好民生"解决好民
怨"实现好民盼!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工
作宗旨$ !薛志强"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通讯员

黄喜安"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为全面
贯彻全省法院调解年活动精神!在
调解工作中大胆尝试! 积极倡导以
人为本的司法观念!坚持 %四点&调
解法! 充分发挥调解工作定纷止争
的功能! 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的%双赢&$ 今年一季度审
结的民商事案件中!调撤率

%#&'(

$

具体做法是' 一是找好立足点$

二是找准%切入点&$ 三是找对%感化
点&$据介绍!所谓%感化点&!就是指最
能拨动案件当事人情感!最易贴近其
真实思想! 最有可能解决其思想症
结! 或者消除其心灵创伤的突破口$

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对于诸如民间借
贷纠纷" 离婚一类的传统民事案件!

只要抓住双方当事人原有的友好关
系!选准感化点!综合发挥法律与道
德规范的双重作用!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明之以法!就一定能够促使当
事人在互让" 互谅中解决矛盾纠纷$

四是找到%借力点&$ 法院在审理案件
过程中! 只要能充分调动基层组织"

亲友"知情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
调解"协助调解!往往就能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在审判工作中!法官要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配合法院调
解!主动联络各级基层"调解组织负
责人"人大代表参与案件调解!邀请
当事人家庭成员中德高望重的亲属
和通晓事理的朋友"邻居!共同做好
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劝解工作!借助
社会力量努力化解矛盾纠纷$

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 学校也

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理应依法治理$

可是! 我们发现一些学校却采用对

学生罚款这种明显不合法的方法来

处理学生违纪问题!%罚治& 在这里

代替了%法治&$

一个中学的学生因违反纪律被罚

了
!

元钱
)

他的父亲不知道孩子犯了什

么错!就到学校询问老师$老师告诉他
*

孩子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三次作业没

有按时交!罚款
+

元(二是两次上课迟

到!罚款
,

元$ 按班规一次迟到罚款
"

元!一次作业不按时交罚款
"

元!所以

共计罚款
!

元$ 老师领着家长去教室

看了罚款的依据)))教室后墙壁上贴

着的%班规&

*

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规定
*

其中最为严厉的罚款是针对学生骂老

师"打架等!每次罚款金额可达
"$

元$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大小错误及罚

款金额也列在其中$ 这位老师强调这

是依照其他学校" 其他班级的做法制

定的!罚款所得充作班费!这也是经过

同学们充分讨论后制定出来的$ 据了

解! 以上情形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都

存在$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见各厂矿"单

位也制定了一些适用本单位的 %扣

除&"%停发&之类的规定$那么!学校对

于学生!能否以此类推!加以仿效呢*

本人认为!不可取$ 从教师职责的角

度来看!除了教给学生文化科学知识

外!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感

心智!教化他们怎样为人处世$ 前者

称为%教书&!后者称为%育人&$

有的教师说'罚款这一招还真管

用!纪律比以前好多了!那些经常捣

蛋调皮的学生收敛了许多$ 似乎这真

是整治班风的灵丹妙药$ 殊不知!正

是这种做法使有的学生潜移默化地

产生了金钱万能的思想$ 学生不是生

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当今物欲横

流+不正之风依然存在的社会里$ 既

然犯了错误可以用钱来补偿!那么将

来犯错误!甚至犯法!大不了拿钱了

事$

学生的教育管理是一门大有学

问的科学! 它要求教师以父母般博

大的爱去关怀每一个学生$因此!对

学生的缺点和错误! 多一些正面的

引导!少一些惩罚措施!用法治代替

%罚治&! 学校才会真正成为学习的

乐园"法治的净土$

本报讯 近日! 开封县法院印
制了

-$$

张打击%两抢一盗&布告张
贴到了全县各村庄! 此举进一步扩
大了宣传效果!放大了打击效果!再
掀打击%两抢一盗&高潮!将打击%两
抢一盗&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此次布告选择了近期判决的
影响较大" 群众关注的一批典型的
抢劫"抢夺"盗窃犯罪案件!如袁小
石等四人驾车抢劫案" 马志党等三
人抢劫出租车案" 冯西尿团伙盗窃
案等$布告印制后!开封县法院通过
法官进村"巡回法庭"人民法庭下乡
办案"委托乡村干部张贴等方式!让
-$$

张布告迅速覆盖了全县乡村 $

特别是在案发地张贴布告后! 当地
群众争相围观! 奔走相告! 反映强
烈$ 乡村干部谈起进村张贴布告的
效果时说' 让案发地的群众知道法
院判决的结果!既有震慑作用!又有
鼓舞和教育作用! 更增加了广大群
众勇于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信心$

当地群众也表示' 看到这些人被法
院判了刑!让我们感觉心里踏实了!

更有安全感了$ !朱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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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强"审判工作中如何进行动态监
督"全程监督"质量监督"效果监督(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工作中应如何处
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

月
"!

日下
午!省法官协会在省法院机关举办了
首届%法官沙龙&!就上下级法院之间
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省法院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郝东亚出席了沙
龙活动!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石茂
生教授"郑州大学法学院张嘉军教授
作为嘉宾应邀参加!来自全省三级法
院的

!$

余名法官代表参与了活动$

首届%法官沙龙&活动由省法院专职
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助理王韶华主
持$

首届%法官沙龙&是根据)人民法

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确定
的话题!全省法院的法官代表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际围绕%上下级人民法院
之间的关系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 大家就审判工作中如何进行动态
监督+全程监督"质量监督"效果监
督!如何进行事前指导"事前监督等
问题!法院行政事务管理工作中如何
理解"处理领导"协调"管理上下级法
院之间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 来自郑州"信阳"驻马店等中级法
院和郑州市中原区"管城区法院等基
层法院的法官代表就如何完善上下
级法院之间关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 郑州大学的石茂生"张嘉军
教授对大家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从理
论的角度就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分别谈了自己的观点$ 首届%法官沙
龙& 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现状"

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上下级法
院之间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关系!才能
适应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需要!才
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
工作的新需求" 新期待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首
届%法官沙龙&!法官们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既有观点的碰撞!又有经验
的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法官代
表纷纷表示!%法官沙龙&为法官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相互学习和交流的
平台!增加了精神营养!丰富了文化
生活!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希望
%法官沙龙&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期待下一届活动更加精彩$

郝东亚最后发言! 他首先对河
南省法官协会组织法官沙龙活动!

给全省法院广大法官提供交流思想
的平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在
贯彻)纲要*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
解放思想! 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人
民法院工作的有效管理方法! 全面
领会理解改革和完善上下级法院之
间关系的深刻内涵! 建立符合中国
国情的上下级法院关系, 准确理解
%三个至上&的辩证关系!加强民意
沟通渠道!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
线! 积极探索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
系! 把 %完善和改进上下级法院关
系&这一重大课题完成好!全省各级
法院要用%法官沙龙&这种形式!推
动我省法院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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