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庭虽小，却能维护一方稳定；工作虽
苦，却能换来百姓安宁。有这样一群法官，他
们常年奔走在乡村的田野上，用行动把司法
的阳光洒满这片热土。今天，让我们跟随记
者的镜头，走进内乡县人民法院灌涨法庭，一
起感受一下基层法官忙碌的一天。

走进灌涨法庭
7 时 40 分，在灌涨法庭内，庭长杨宗华、

法官张松哲在办公室整理卷宗材料，准备开
启一天的工作。8 时 05 分，有当事人前来立
案，杨宗华在办公室进行了接待，并为一起土
地纠纷案办理立案手续。

现场走访勘验
8 时 40 分，送走了当事人，杨宗华召集

张松哲、人民陪审员杨捍卫，对一起宅基地
纠纷案件进行探讨，并决定到现场进行实地

勘验。
10 时 30 分，处理完庭里的事务，杨宗

华一行驱车赶往村里，来到宅基地纠纷案
件的现场进行查看，为下一步的调解和审
判工作打基础。“基层案件虽然很小，但它
牵连的面比较广，与老百姓联系最为紧密，
我们只有认真对待，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
了，促进村民和睦、社会和谐。”杨宗华在路
上说。

12 时，他们赶回庭里，在法庭的小厨房
里简单地煮了碗面条作为午饭。

细化调解方案
13时，经过短暂的休息后，杨宗华召集大

家开会，因为下午要到刘洼村对一起土地承
包合同纠纷案件进行诉前调解。该案涉及的
村组织比较多，关系众多村民的切身利益，杨
宗华决定召集大家再次细化调解方案，并商

讨决定先去查看争议承包土地的最新使用情
况，然后按照事前准备的调解方案到该村进
行调解。

14时，杨宗华带着张松哲、杨捍卫和书记
员一行驱车前往刘洼村的涉事承包地进行走
访勘验。

14 时 30 分，现场勘验后，杨宗华一行驱
车前往刘洼村。“开展诉前联合调解，能够较
好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所以，我们
一直秉持调解优先的原则，这样不仅让老百
姓更容易接受，而且也能节约诉讼资源。”杨
宗华说。

签订调解协议
15时，在刘洼村召开的由村委负责人、合

同承包方吴某、诉讼代表人、部分村民代表参
加的四方调解会议正式开始。在杨宗华的主
持下，各方充分发表了看法和诉求。由于事

前准备充分，杨宗华在看到双方都表达了希
望达到双赢的初衷后，找准时机提出补偿调
解方案。在历经了近 3 个小时的调解工作
后，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18时，村民代表紧紧地握着杨宗华的手
说：“想不到法官的工作效率这么高，调解结
果大家都很满意，太感谢了！”

尾声
18 时 32 分，迎着夕阳的余晖，杨宗华带

着灌涨法庭的干警“满载”而归。
此时，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大家又开

始整理这一天的卷宗材料，同时为新的一天
做准备。

杨宗华满含深情地告诉记者：“在法院工
作了这么多年，虽然经常觉得压力很大，但能
够为当事人服务，让当事人满意，心里是有成
就感的，所以再苦再累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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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近日，我省对安阳市
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责任追
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5月5日，省环
保厅对外发布了关于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污染
问题的处理情况。

4月19日晚，央视财经频道对内黄县陶瓷产
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公开曝光。

4月20日，省纪委监察委介入该事件的先期
调查工作。4月24日，省纪委监察委、省环保厅及
安阳市纪委监察委共同组成调查组，对该事件进
行全面调查。4月28日，调查组在认真调查、查明
事件原因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划分了责任，并
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经查，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在环境保护方面
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园区管理标准不高、要求不
严，厂区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污染严重，个别企
业对煤制气工段管理不规范，扬尘污染突出；企
业生活污水、清洗厂区污水直接外排；园区污水
管网建设不配套，收水能力严重不足，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管理不规范，部分企业管网配套不
完善；园区周边部分地下水污染严重，部分村庄
地下水氨氮浓度超标；河长制没有真正落实，监
督管理不力，调查组现场调查时，发现7个雨水管
网排放口，有4个仍存在污水排放问题。

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市县两级政
府对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问
题监督不力；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对该园区企业的
污染物排放问题监管不到位，查处不力；内黄县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内黄县污水处理系统的设
计和对污水的收集与管理监管不到位；流经内黄
县陶瓷产业园区的硝河河长，对通向硝河的排污
口排查不到位，封堵不力；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
管委会对园区内企业管理不到位，对园区内企业
的污染物排放问题监管不到位，查处不力。

根据有关规定，安阳市、内黄县监察委委务
会对17名相关责任人给予政务处分，其中内黄县
政府副县长王磊被免去内黄县副县长职务，内黄
县环保局局长甘新贤被免去县环保局局长职务。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
讯员 王龙 文峰 静波）5 月 4 日，南
阳市上演现实版的警匪大片，一
名歹徒持刀连续抢劫伤人、袭击
民警，民警果断鸣枪示警后开枪
将其击伤，并将其抓获，维护了辖
区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犯罪嫌疑人袁
某的家属表示，袁某有精神障碍
史。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调查和
核实中。

男子持刀连续抢劫伤人
“快给我钱！”5月 4日下午，南

阳市宛城区溧河乡郭庄村的小卖
部里走进来一名持刀的男子，他拿
着菜刀威胁店主杨某。小卖部里
还有 3 个孩子，杨某将孩子挡在身
后，并称没有钱，只要男子出去就
给钱。男子走进柜台查看确实没
钱后，就威胁杨某不许耍花招，并
砍坏柜台示威，后主动走出小卖
部。就在一刹那间，杨某将小卖部
的房门关上，并报警。

男子走出小卖部后，正遇到骑
电动车前来购物的妇女蒋某，于是
持刀将蒋某砍伤，抢走电动车后逃
窜。在逃窜途中，男子撞上停在旁
边的一辆轿车，并持刀威胁欲拦截
索赔的车主。车主逃离后，歹徒步
行沿着伏牛路向北逃窜，途中持刀
抢劫燕某夫妇经营的一家商铺后，
又劫持了一辆停在公共厕所门口、
未熄火的越野车。此时，距第一次
案发，仅仅3分钟。“当时，儿子和
儿媳下车去了公共厕所，可能觉得
时间不长就没有熄火，我坐在后排
座上等着。突然，一个持刀男人就
坐在了驾驶位置，我吓得赶紧下车
逃跑。”说起当时的情景，赵某仍心
有余悸。

民警开枪迅速将其制伏
“我们接到有人持刀抢劫小卖

部的报警后，3 分钟内即赶到小卖
部，发现并无异常，但是看见距小
卖部 50 米的地方，行人都在驻足
观看一辆越野车，且越野车旁边

有人在喊叫，我们就立即赶了过
去。”接到警情后，南阳市公安局
溧河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程
要远、李国梁等人立即处警，并第
一时间锁定了嫌疑人所在的位
置。

程要远和李国梁立即安排民
警警戒，疏散周围驻足观看的群
众。当时，男子将菜刀放在副驾驶
座上，左手握方向盘，右手拉挡杆，
准备逃窜。程要远和李国梁立即
指挥警车堵在越野车的车头前，并
临时征用一辆面包车堵在越野车
的车尾，将男子紧紧包围在越野车
内。民警要求男子下车，在男子不
断挥舞菜刀、拒不下车的情况下，
趁机向车内喷洒了辣椒水。男子
抵挡不住辣椒水的气味，持菜刀将
前挡风玻璃砸烂。

随后，男子从车内逃出，试图
穿过绿化带逃逸，但是被民警紧紧
包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袭击民
警。程要远立即鸣枪示警，要求男
子放下菜刀，但是红了眼的男子拒
不放下菜刀，并继续挥舞着菜刀砍
向程要远。程要远冷静应对，果断
开枪，对方应声倒地。现场其他民
警立即上前，将男子制伏，并将其
送往南阳医专第二附属医院治
疗。目前，男子袁某腹部受伤，无
生命危险，已被采取监视居住强制
措施。据袁某家人叙述，袁某有精
神障碍史。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调
查和核实中。

“我们群众是受害者，但同时
因为有民警及时果断出手，也是幸
运者。有英勇的人民警察，社会才
稳定，群众才安全！”5月 5日上午，
事发所在地的郭庄村 30 余名群众
自发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示感
谢。

“我们村一直是治安示范村，
基本没有发生过特殊案事件。这
次歹徒疯狂持刀抢劫，若不是关键
时刻民警快速出击，后果真不敢想
象。”郭庄村党支部书记曹永健不
住地对民警道谢，并送来锦旗和感
谢信表示感谢。

我省对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责任追究

17人被追责 副县长和环保局长被免职

南阳街头上演现实版警匪大片

民警一枪击中持刀歹徒

内乡县人民法院灌涨法庭的一天

为深刻吸取重大火
灾事故教训，全面开展火
灾警示宣传教育活动，三
门峡市陕州区消防大队
组织消防宣传服务队，启
动消防宣传车深入居民
区、商贸城等人员密集区
进行流动宣传。5月3日，
该大队消防文员在城区
繁华街头，向老人们讲解
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
志等消防器材的用途；提
醒吸烟的老人不要卧床
吸烟，夏季使用蚊香时注
意防火等安全知识。记
者马建刚通讯员张平乐

5 月 4 日，鹤壁市
山城区法院组织青年
干警走上街头，向过
往群众发放《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 法 律 手 册 、资
料，并耐心解答群众
现 场 提 出 的 法 律 问
题。

记者 李杰 通讯
员李宁摄影报道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郑娜 程相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