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法院风采
我是一名来自通山县人民法院的司

法警察，在平凡的岗位上，忙碌了6个春
秋。

2016年12月23日，我接到院领导
电话，让我前往设在郑州的最高人民法
院第四巡回法庭报到。能前往“四巡”
工作，心中不免一阵欣喜和激动，也有
几分不舍。“四巡”代表最高人民法院，
对于身处基层的我来说，前往“四巡”
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我没
有任何思想准备时，临时受命，内心不
禁泛起一阵涟漪，母亲操劳、妻子劳
累、幼子哭闹的画面，不断在我脑海
重叠。此行前往郑州时间久、任务
重，而且两地相距遥远，想到日后家
中的大小事都只能交给妻子和父母
打理，心里一阵酸楚。抱着愧疚的心
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知道后
反而为我高兴，并非常支持我的工
作：“好好干，不辱使命，不畏困难，保
重身体。人生路很长，尚年轻，正是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好时机。人生路
亦很短，每一次远行的经历，都将成

为弥足珍贵的记忆，并丰富你的人生
阅历。家里的一切莫太牵挂，我们都
会照顾好！”妻子温柔恳切的话语击
在了我的心上，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
鼓舞，尽管不舍，但我已无后顾之忧。

带着单位领导的嘱托，带着亲人的
殷切希望，背负行囊，欣然前往，及时赶
到“四巡”报到。我会珍惜在“四巡”工作
的每一天，会尽忠尽心尽责地完成领导交
代的每一项工作任务，因为我没有忘记当
初穿上这身警服的初心。

2016年12月28日，在国旗和国徽
见证下，我有幸目睹了“四巡”的揭牌仪
式，仪式虽然简洁，但却令人备受鼓舞，
因为这一天将载入史册，国家法治事业
的改革创新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揭牌仪式后的第二天，“四巡”迎来
了第一批来访的当事人，他们中间有坐
着轮椅的老人，也有被硫酸毁容的年轻
女孩，还有长年进京上访的老上访户，作

为一名在门口负责安全和安检的法警，
我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来访者，虽然他
们大部分都带着怨气而来，但面对我们
文明礼貌的执法，他们也都礼貌地回复
了一句“谢谢”。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谢
谢，但让我们甚感欣慰。在这里，我愿意
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和“四巡”的同事们
一起，在法治建设的改革创新进程中砥砺
前行。

这几天，正值寒冬，户外执勤期
间不免备感寒意阵阵，但看到“四
巡”领导和同事们都在忘我工作，我
深深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宗旨意识和
责任意识。再次抚摸警徽，重温誓词，
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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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咸宁司法风采

市委政法委下乡慰问送温暖

本报讯 通讯员黎江、海洋、秋良报道：1月4日，市委
政法委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深入精准扶贫村通城县塘湖镇
望湖村开展慰问一对一帮扶特困户、低保户、老弱病残党
员、重症残疾人，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和个人的情谊，让他
们能够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新春佳节。

委机关党员干部带着慰问金一一来到困难村民家中
进行慰问，在送上慰问金的同时，还为他们送上了节日祝
福，对老人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并表示，将始终不忘记
这些穷亲戚，尽力帮助解决好困难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
的难题，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让他们能够过上
一个安定的生活。

2016年，通山县司法局围绕精准化
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把监管、教育、帮扶的
要求真正落到实处，确保了社区服刑人员
的安全稳定，教育矫正质量稳步提升。全
年入矫252人，解矫221人，目前在矫282
人。无一人脱管、漏管、虚管，无一人重新
犯罪。

实施精准化监管

坚持社矫中心常态化运转，确保在矫
人员“月见面”。按照县社矫局每月的安
排，各司法所将社区服刑人员分批带至县
社矫中心，接受每月一天的集中劳动和教
育。各司法所再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另外一天的集中劳动和教育活动。通过
扎实落实“两个八小时”的要求，有效防止
了脱管、漏管和虚管。2016年，县社矫局
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集中劳动教育
2856人次，司法所组织开展集中劳动教
育132次。

狠抓E通定位全覆盖，确保在矫人员
“日定位”。该县共有241名在矫社区服
刑人员办理了“司法E通”手机，入控率达
85%。联通通山分公司E通平台，坚持每
天对服刑人员进行自动“定位”记录。县
社矫局以此为依据，督促各司法所抓好相
关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了对社区服刑人
员活动情况的准确掌控。全年下发警告
通知书86份、督办函10份，社区服刑人
员月度外出批假25人次。

引进指纹签到、人脸识别仪，杜绝集
中教育时出现冒名顶替。年初，该局一次
性购买了12台指纹签到、人脸识别仪，在
县社矫中心和各司法所使用。通过录入
社区服刑人员指纹、人脸相关信息，有效
防范了社区服刑人员找人顶替参加集中
教育、社区服务的现象。

引进电子手腕设备，加强重点、严管
对象的监管。为克服社区服刑人员使用

“司法E通”手机过程中出现的人机分离、
呼叫转移等恶意逃避监管的现象，该局于

2016年底购进了12只电子手腕，为重点
对象及不服从“E通”定位监管的社区服
刑人员配戴电子手腕，使对社区服刑人员
的定位监管更加准确，安全防范系数明显
提高。

建立县乡两级微信群，加强纵向和横
向联系。组织司法所干部和社区服刑人
员建立并加入微信群，以方便联系，及时
沟通信息，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生产、生
活状况。

实施精准化教育

抓好入矫教育，强化社区服刑人员在
刑意识。根据省社矫局实施统一宣告的
要求，对252名入矫的社区服刑人员，都
组织了庄严的宣告。每次宣告仪式都请
公、检、法干警及矫正小组成员参加。在
内容上，重点告知社区矫正的性质、规定
及违反规定要承担的后果，明确其罪犯身
份，强化其服刑意识，使社区服刑人员上
好社区服刑的第一堂课，扣好社区服刑的

“第一粒扣子”。
抓好反省教育，强化社区服刑人员认

罪悔罪意识。在每月的集中劳动和教育
活动中，县社矫局和司法所干部始终坚持
督促社区服刑人员写好思想汇报，不定期
的组织他们座谈参加集中教育和劳动的
心得体会，引导他们反思悔过，启发善念，
种下善根。通羊镇的贫困社区服刑人员
全某在受到帮扶后，写下题为《大爱无边》
的思想汇报：“本是戴罪之身的我，却得到
了领导送来的温暖和问候，真是感激不
尽！我只有用好好改造的行动来回报社
会，帮助一些弱势群体，让我们的社会更
加繁荣稳定”。

抓好法制教育，强化社区服刑人员法
制意识。该局通过播放法制宣传片、宣讲
法院判决的案例等方式，引导社区服刑人
员学法、知法、守法，并要求他们对照法
律，反思自己违法犯罪的思想和行动根
源。因赌博罪被判缓刑的通羊镇社区服

刑人员乐某，入矫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对
法院判决不服，对县社矫局和司法所的管
理也不以为然。经多次法制教育后，她终
于认识到赌博的社会危害，表示要认罪悔
罪，重新做人。

抓好警示教育，告诫社区服刑人员珍
惜当前的自由。该局坚持与省未管所、
咸宁监狱合作，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进监
警示教育。使社区服刑人员明白，社区
矫正的本质也是刑罚执行，只是方式不
同而已，要求他们珍惜当前的自由。未
成年社区服刑人员邓某在省未管所参加
警示教育时，遇到在监狱服刑的同班同
学。邓某顿时感叹自己境遇的优越，表
示一定要珍惜监外服刑的自由，痛改前
非，争做一个守法公民。通羊镇社区服
刑人员汪某在观看警示教育片《珍惜自
由》后反思：“被收监执行往往是因为忽
略了思想改造和悔过自新，前车之鉴，令
人警醒，自由之贵，定要珍惜，加强改造，
走向新生”。

抓好道德教育，启发社区服刑人员
修德为善。与县妇联、团县委、残联、文
化局、图书馆、疾控中心等单位合作，开
展反家暴、读书会、职业培训、疾病预防
等道德文化活动13次，从修复社会关系
入手，用良知良能启发、唤醒社区服刑人
员修德立德、弃恶为善。黄沙司法所在
去年春季，组织全体社区服刑人员到大
幕山植树，并缅怀退休后在大幕山上业
务植树20余年的原省计委副主任李振
周的先进事迹。九宫山镇司法所组织社
区服刑人员到县城市福利院打扫卫生，
送去捐赠物品，回味“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的幸福和释然。

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
员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一年来，县社矫
局心理咨询师根据测试及平时观察情况，
开展个案心理咨询218人次，开展团体活
动6次，先后为208名社区服刑人员建立
了心理健康档案。司法部社矫局金勇处

长对此项特色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抓好“特别关注”教育，稳步提升矫正

质量。从去年二季度起，该局要求各司法
所每个月“特别关注”1至2名社区服刑人
员的思想、行为、言语变化，并做好记录和
分析，形成专门的教育转化工作报告，在
每月的动态分析会上汇报交流，讲好本月

“特别关注”的故事，使大家相互借鉴，分
享教育转化的成果，有力促进了社区矫正
质量的稳步提升。2016年，共总结个案
矫正案例144个,社区服刑人员阮云强、
严林等被省、市社矫局评为优秀矫正积极
分子。

实施精准化帮扶

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爱心帮扶。该局
在全面掌握每一名社区服刑人员的生产、
生活情况的基础上，评估、确定了困难社
区服刑人员名单。通过发动方翠兰、黄建
国等爱心志愿者，精准帮扶了33名经济
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共计8800元。

落实相关文件政策开展帮扶。县社
矫局为鲁某、乐某、郑某等6名贫困社区
服刑人员申请省、市社矫局帮扶款共计
4500元。各司法所积极落实相关文件政
策，解决了社区服刑人员程某、王某等因
犯罪而难办低保、大病救助等问题。

发动社区服刑人员相互帮扶。通
过口头表扬、书面奖励等方式，焕发社
区服刑人员开展帮扶献爱心的热情。
九宫山镇服刑人员成某主动拿出了
2000 元帮扶了徐某、王某等困难社区
服刑人员。社区服刑人员阮某跳入洪
水中救助落水儿童，他的义举鼓舞了更
多社区服刑人员积极转化，表示争做遵
纪守法的公民。

精准细致促和谐
——通山县社区矫正纪实

通讯员 宋骄阳 孟 颖

市中院开展今年首个“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道: 1月9日下午，市中院以

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全体党员干警集中开展今年第一个“主
题党日+”活动。

各党支部集中组织学习市纪委典型案例通报、近期的
重要会议文件精神，推选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
并结合市法院工作报告和市人大代表委员审议意见，就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提升审执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开展
了热烈讨论。

赤壁市史志办结对帮扶暖民心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 1月10日上午，赤壁市中

伙铺镇罗县村18户贫困村民从赤壁市史志办精准扶贫工
作组人员手中接过新年慰问物品及慰问金时，由衷地说：

“感谢扶贫工作组，让我们对过好这个年心里有底了。”
三年来，赤壁市史志办结对罗县村，助力该村新农村建

设及平安创建。为将建设落到实处，落到村民们的日常所
需，史志办精准扶贫驻村工作组经过实地考察，认真查摆，
帮助该村进行涉民生工程建设，先后建成路灯线路3条，文
化广场一个、建设道路约1500米，整理沟渠700米等。
2016年，史志办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经多方联动，
先后筹措资金3万余元，对该村贫苦户进行脱贫帮扶。如
该村贫困户王访，由于瘟疫致使其养殖的3头生猪死亡，全
家人陷入悲伤失望之中。驻村工作组得知情况后，立即赶
到他家，给予资金帮扶，鼓励他们克服困难，使王访人再次
树立了脱贫的坚定信心。

赤壁市检察院监所获全省“十优”
本报讯 通讯员谢锦报道:近日，赤壁市检察院又获

一新荣誉，该院监所被评为全省检察部门十个优秀派驻检
察室之一。

在创建全省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优秀驻所检察室
活动中，赤壁市检察院将办精品检察监督案件的意识融入
到规范化建设过程中。近年来，他们抓住村级换届选举的
时机，查办了监管机关监督管理不到位致使剥夺政治权利
人员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检察监督案件，监督监管机
关立即纠正并督促基层派出所对剥权人员加强监督管理，
促进村级换届选举有序进行，收到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的效
果。驻所检察室将该监督案件办成精品案件，积极参加全
省检察机关监所部门开展的“优秀纠正违法通知书”评选
活动，被评选为全省监所检察部门10件精品案件之一。

市检察院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通讯员谢克报道:1月4日，市检察院召开
2016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市院党组书记、代理
检察长罗堂庆主持会议。

会议紧紧围绕“两学一做”要求和“四讲四有”标准,对
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和上级领导指示精神，结合省院巡视反馈意
见，联系班子和个人实际，深刻反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明
确努力方向。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进行党性分析，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提出的批评意见中肯到位、直指症
结、充满“辣味”。

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对查摆的问题进行再梳理，制定
整改措施，形成整改清单，规定完成时限，确保整改事项见
底归零。要坚持分类施策，对工作作风、纪律层面的问题，
不拖不推，立查立改；对思想层次上的问题，长期警醒，加强
党性锻炼。要将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落实情况要适时向
广大干警通报，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通讯员 刘益

本报讯 通讯员袁燕报道:1月 9
日,随着绿化工程的最后完工,簰洲湾人
民法庭面貌焕然一新,综合审判楼平整
宽敞,群众接待厅整洁明亮，楼内楼外既
庄重又温馨……

簰洲法庭地处嘉鱼县防汛形势最为
险要的簰洲湾，去年汛期受多轮强降雨
侵袭，审判楼出现严重积水漏雨，给审

判工作造成诸多影响，法庭干警一方面
克服困难坚守审判岗位，另一方面，发
扬“98抗洪”精神，打赢了防汛抗洪救
灾攻坚战。暴雨过后，法庭改造工程被
提上了日程。

据了解，司法改革工作实施以来，
嘉鱼法院不断将人财物资源向派出法
庭倾斜，大力支持法庭的基层基础建

设。一方面，通过人员分类改革，将一
批高素质人才安排到法庭工作；另一
方面，加快法庭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
设，五个派出法庭均建成科技法庭系
统，物质装备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时，办
公环境不断优化和美化，加强法庭文
化建设，真正让法庭干警能够以庭为
家。

嘉鱼法院加强基层法庭建设通山法院
为外地民工主持公道

本报讯 通讯员王沁报道:近日，
通山法院成功审结两起劳务合同纠纷，
判决当地村民余某某向两外地民工支
付工资9万余元，依法保障外地民工的
合法权益。

原告杨某某、卢某某分别系孝昌
县、广水市人。2013年12月被告余某
某承建安陆市水岸星城建设工程，聘请
两原告杨某某、卢某某为其安装不锈钢
门窗，约定实行计件工资，工程完工后
结清工资。

当年12月底，工程竣工，经结算余
某某应分别向杨某某、卢某某支付工资
6万元和3万多元，被告余某某没有按约
定向两原告支付工资。经多次催讨，未
果。迫于无奈，杨某某、卢某某向通山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尽快为其讨回
工资。目前，本案判决文书正在公告送
达中。

本报讯 通讯员王沁报道: 近日，通
山法院燕厦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婚约财
产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在法庭的调解下
自愿达成协议。

2015年农历正月初六，原告陈某某
与被告柯某某经媒人介绍确立了恋爱关
系，并于同日给付柯某某彩礼2万元。

同月初八，陈某某与柯某某举行订婚仪
式，且给付彩礼4万元，按农村风俗柯某
某回彩礼9千元。之后出于礼节，陆陆
续续给柯某某亲戚人情费礼物共2万多
元。后双方在恋爱过程中感情不合，因无
法一起共同生活，产生矛盾纠纷。由于婚
约财产双方认定不一致，所以陈某某一纸

状书上诉法院。
在法官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自

愿达成了一致调解协议，由被告柯某
某返还原告陈某某彩礼款6万元，柯某
某分三次将彩礼款返还完毕。至此，
一起因婚约财产而起的纠纷案得以圆
满解决。

燕厦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