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法官断案，法外有柔情
“家事纠纷特殊而复杂，处理的是

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关系及财产关系，
往往触及家庭情感及伦理，且具有私密
性和人身依附性，往往难以举证和认
定，不能简单地把家事案件等同于其他
民事案件。”嘉鱼县人民法院院长张楚
军说，把家事案件从原有民事案件中剥
离出来，摸索出一条办理家事案件的新
路子，以家庭小和谐推动社会大和谐，
是“家和万事兴、家固天下稳”的关键所
在。

据了解，该院年均受理民事案件

2100余件，其中涉及婚姻、继承、赡养抚
养类家事纠纷的有350余件，占比将近
17%，且有不断攀升之势。

该院的民事法官普遍反映，传统的
民事审判方式强调辩论主义和对抗式庭
审，此类案件进入法院前，易激化矛盾引
发家族间冲突，给家事纠纷当事人造成

“二次伤害”，甚至转化为刑事案件。
同时，家事案件当事人“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过去在家事案件的审
判中，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公
正裁决，却不一定能够消解当事人之间

的矛盾和心结。因此案件重诉几率高，
给当事人造成诉累。有的当事人还因
不理解法院判决，对承办法官产生对抗
心理。

选择什么样的人审理家事案件，成
为家事审判庭的核心和关键。嘉鱼县人
民法院创设家事审判庭之初，就确定了
主法官要从女法官中选拔的原则，而且
这些法官还必须专业能力强、有一定的
生活阅历、擅长人际沟通、办案耐心细
致、审判经验丰富等特点。

经过层层筛选，1名业务水平突出、

性格温和、责任心强、善于做调解工作的
女法官和1名女法官助理脱颖而出，专门
负责审理家事案件。同时，6名法官“兼
职”分流，3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家事案件
审理。

她们在“会客厅”式的家事审判庭
里，让当事人有家的感觉；在专业审判基
础上，用温情和耐心去化解双方矛盾，做
到“合则温暖，离也温馨”。

“有了‘家’的氛围，当事人就少了剑
拔弩张的较劲感，会放松心情，平和说理
诉情。”张楚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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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圆桌、原木色地板，白色纱帘在
窗口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一阵激烈争
论之后，圆桌两边，夫妻俩红着眼眶，背
对着对方，互不理睬。

“我们没有感情了，我一定要跟你离
婚。”妻子抽泣着说。

原来，结婚5年，丈夫经常外出打工，
夫妻平时缺少沟通，一来二去，家庭琐事
让二人产生了矛盾和误会。

“来，别生气了，我们慢慢说。”了解
情况后，法官杜娜耐心地和他们拉起了
家常。聊天中，杜娜了解到，丈夫是个

“倔驴子”，说话容易伤人，妻子也是个急
脾气，得理不饶人。杜娜对丈夫和妻子
分别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句句说到小两

口的心坎里。最终，丈夫真诚地承认了
自己的错误，并心甘情愿地写下保证书，
承诺回家好好对待妻子。妻子也放下

“架子”，和丈夫相拥和好。案件没有开
庭，小两口就手挽手回家了。

很多当事人夫妻，经过“第一关”后，
就再也没来过法院。

“每一起家事案件的背后，都关系到
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因此不能一判
了之。”杜娜说，审理家事案件，不能简单
机械化办案，要尽可能劝和不劝离，修复
当事双方的感情。

2017年 10月，嘉鱼县人民法院开
始尝试在家事案件中引入柔性司法理
念。在家事审判庭里，暖色装饰取代了

传统法庭庄重肃穆的深色，当事人面前
的原、被告桌牌也被“父母”“子女”“丈
夫”“妻子”等称谓替换。嘉鱼县人民法
院副院长蔡伟生认为，通过对当事人称
呼和内饰风格等的改变，让法庭有了家
的味道。

公正之外有温情，家事审判庭还
做了不少探索。比如，引入心理疏导
机制，与长期压抑情感的当事人沟通，
引导他们表达内心需求、解决深层矛
盾。

再比如，发出人身保护令，使公权力
的介入由事后惩罚变为事前保护，将以
往离婚案件诉讼中对家庭暴力仅有财产
性惩罚措施转向对受害人财产、人身进

行全面保护。
居民黄某起诉丈夫蔡某家暴，该院

第一时间对双方进行调查，并向公安部
门调取相关接处警记录、调查笔录、伤情
鉴定等材料，同时向双方邻居及所在社
区调查相关情况，经审查认定蔡某构成
家庭暴力，当天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蔡某对黄某实施家庭暴力，保护了
黄某人身安全。

据了解，4年来，该院共受理家事案
件1355件，结1323件，结案率为98%，其
中近一年上诉 26件，一审上诉率仅为
7.3%，大量家事矛盾在基层得到了化
解。2019年，该院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慎判家务事，家和万事兴

除了精干的审判团队，还有一群人
“外援”参与家事纠纷的处理，他们上班日
子不固定，可一出手就是“大买卖”；他们
既是家事矛盾的“消防员”，也是纠纷的

“和事佬”——家事调解员，他们来自嘉鱼
县妇联、综治办、公安局等多个部门。

一张调解表、一本笔记本，是每名家
事调解员平时的装备。嘉鱼县司法局鱼
岳法律服务所家事调解员尹丽霞给记者
展示了一张工作表格，上面列了一些关
注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疏
导情况、起诉原因、分歧焦点、疏导成效
等内容。

“我们面谈少则一个小时，多则一整

天，有的还要谈个把月。主要是倾听，当
他们出现一些极端想法时，引导他们理
性看待问题。结案后则跟踪回访，根据
具体情况提供帮助。”尹丽霞说。

尹丽霞给记者讲了一个调解故事：
村民杨某与陈某因夫妻感情不合，在民
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后，杨某未按离
婚协议约定履行给付义务，陈某多次催
讨不成，诉至法院。尹丽霞在调解中了
解到，夫妻二人当年离婚的理由是婆媳
矛盾，她分析二人关系有缓和余地，于是
将调解方案由最初的就应付款项达成调
解协议调整为促成二人和好，在长达3个
月、20多次上门劝说下，杨某和陈某重新

和好，二人登记复婚。
尹丽霞回访时，当事人杨某感激地

说：“是你们拯救了我的家啊，没有你们，
我的家就彻底散了。”

嘉鱼县家事调解员黄华林也讲述了
一个调解故事——

居民李某和杜某未婚生子，后两人
关系恶化分手。分手后，小孩一直随李
某共同生活，杜某每月支付抚养费。现
李某无法继续抚养孩子，故起诉要求变
更抚养权，改由杜某抚养小孩，但杜某拒
绝抚养小孩。调节中，双方情绪激动，皆
不让步。后来，经多轮调解，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由杜某抚养小孩，李某每月承担

1000元抚养费。
“多亏了你们耐心调解，现在我们的

关系缓和了很多。”当事人李某说。
不唱“独角戏”，共建社会化解网络

是嘉鱼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一直努力
的方向。他们把调解或撤诉作为优先结
案方式，引入多元调解机制，广泛邀请妇
联、社区干部、律师、基层人民调解员参
与进来。

“婚姻家庭类案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
掺杂着亲情，仅凭一纸判决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法官杜娜说，对
于不能调解结案的案件，他们也会释法说
理、诉后回访，以“良法”引导“善治”。

调解员调解，矛盾减大半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面临逐年增多的家事案
件，2017年10月，嘉鱼县人民法院在全市率先成立家事审
判庭，勇吃“第一口螃蟹”，把家事案件从民事案件中剥离
出来，专门审理离婚、离婚后财产纠纷、“三养”（赡、抚、
扶）、继承、家暴等10余类因为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案件。

先行先试效果如何？3月31日，记者前往嘉鱼一探
究竟。

新闻追问
问服务

以“和”守护万家灯火
——看嘉鱼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如何化解矛盾纠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特约记者 龙钰 通讯员 卢建 微波炉能热鸡蛋吗？
网民报料：
我的邻居方女士用微波炉热鸡蛋，结果吃鸡蛋时，

鸡蛋爆炸了，把她的嘴巴都炸伤了。我们都想知道这究
竟是怎么回事，更想提醒其他市民避免类似事情的发
生。

记者调查：
记者来到该网友所在小区采访。“你看，我的嘴角就

是被鸡蛋炸伤的，现在还疼呢。”方阿姨指着自己有些伤
痕的嘴角，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前几天傍晚，方阿姨回家后发现当天早上给儿子煮
的鸡蛋还在厨房里，觉得扔掉太浪费，就准备用微波炉
加热后食用。在微波炉里加热一分钟后，方阿姨把鸡蛋
拿了出来。接着，方阿姨把鸡蛋壳剥了，并咬了一口。
没想到，在方阿姨咬第二口时，鸡蛋突然爆炸了，把她吓
了一大跳。

“微波炉加热生鸡蛋爆炸还稍微可以理解，为何我
的熟鸡蛋在加热时不直接爆炸，吃第一口也没爆炸，吃
第二口才爆炸呢？”方阿姨说，这些疑问最近一直盘旋在
她的脑袋里，很想知道个究竟。

随后，记者采访了温泉工贸家电微波炉专柜负责人
何经理，她告诉记者，鸡蛋在微波炉内加热时，受热是从
内而外的，也就是说鸡蛋中间的蛋黄最先受热，而后才
是蛋白和外壳。每个鸡蛋的蛋黄内都不是满的，而是存
在一定的气体。方女士的鸡蛋应该没有加热到一定程
度，蛋黄内的蒸气还无法冲破鸡蛋本身的阻碍，所以鸡
蛋会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瞬间爆炸。

“总而言之，鸡蛋在微波炉内加热后都可能爆炸，大
家为了安全，最好不要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何经理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学生乘坐公交不便怎么办？
网民报料：
通山县迎宾路小学的学校大巴车，交通安排有很大

隐患。全兴林小区坐车的有70多名学生，可是公交公司
针对兴林小区就只安排了一台公交车，存在超载拥挤现
象。每个学生每天公交费用每趟2.5元，而成人公交车一
趟只要1.5元，这么高的价格学生却挤成一团，家长们实
在是有苦说不出。特别是家里只有老人带孩子的，坐车
只能接受现状。如果遇到雨天，公交车一路摇晃晃的在
雨天里行驶，超载中的学生们危险系数更高了，希望相
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记者调查：
24日，经通山县交通运输局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2020年兴林小区学生上学被划到新建的迎宾路通
羊六小，由于兴林小区没有直达通羊六小的公交车，县
政府，县教育局以及通羊六小领导为了学生上学的安全
与方便多次与该局奔阳运输公司沟通，要求安排定点定
时专线公交车接送学生，解决学生上学难问题。

2020年下半年每位学生收费350元，通过核算早晚
接送学生需要占用3趟主班时间，以及营运成本增长，今
年开始每位学生每学期收400元乘车费，属自愿性质，不
存在高收费。由于学生家长反映学生多比较拥挤的情
况，是因当时乘车的学生多，但交费的学生实际只有50
多人，公司不确定实际乘车人数，没作安排，接到兴林
小区学生家长的反映后，奔阳运输公司非常重视，立即
与学生家长沟通，通知家长及时交费确定实际乘车人
数，现在已经根据实际乘车人数增加车辆解决了拥挤
问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清明祭坟扫墓，是传承数千年的民族
传统。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文明祭扫活
动，鲜花取代了纸钱、鞭炮；网上祭奠民间
风行；陵园更像是清明踏青的生态公园；
清明扫墓风气的文明变迁，不经意间印证
了生态咸宁的城市品质。

市民：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3月27日，星期六，按例是清明扫墓
的第一个高峰。记者走进咸安区帅印山
公墓，只见门口悬挂“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
束鲜花祭故人”“绿色殡葬 推行文明祭
祀”的宣传横幅，提醒前来扫墓的市民文
明祭祀。

漫步其间，看到依山排列的墓碑很多
已经被擦拭一新，不少墓碑被花环围绕，
在苍松翠柏间添了一丝色彩和温暖。大
多数前来祭奠的人都很宁静，立于碑前，
有的静静地倾诉着心里话。

公墓内，记者几乎没有听到鞭炮声，
墓前摆放鲜花或者塑料花的为数不少，更
多的人则利用公墓提供的烛台和香炉进
行传统的祭扫活动。

在此扫墓的万先生告诉记者，本来他
准备与往年一样，购买大包传统祭祀品来
寄托哀思，但听孩子说大量焚烧传统祭祀

品会污染环境，而鲜花既漂亮又环保，所
以今年选择以鲜花进行代替。

一位徐女士拎着抱着一束鲜花来祭
奠亲人。她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在外地生
活多年，唯有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才会回到
咸宁，告慰长眠于此的父母，而选择鲜花
祭扫更加绿色环保。

公墓：绿色祭祀一样追思

据公墓工作人员介绍，为提倡绿色环
保祭扫，今年他们开通了网上祭扫，市民
可以通过扫取墓园特制的二维码，编辑逝
者的信息，通过网络表达对亲人的哀思。

同时，他们还设置了鞠躬、献花、点
烛、寄语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而追捧网上
祭祀新方式的市民在日趋增加。

记者登录公墓网上祭奠的网站发现，
在点击率排行前列的有一半的“馆主”是
普通民众。

据了解，为保障园区通道畅通、维持
园区环境整洁和正常秩序，帅印山公墓园
设立了监督员、祭扫保洁员、服务引导员、
夜间巡查员，保证高峰期市民安全祭扫。

“清明节前后一周为祭扫高峰期，我
们预计今年清明期间，市民文明祭扫的行
为将有所增加，我们安排了专员在墓区巡

查，提醒市民绿色祭扫、文明祭扫。”在帅
印山公墓工作多年的李师傅说。

“通过这几年的大力宣传，鞭炮燃放
已成‘绝响’。鲜花祭祀到低碳出行，绿色
清明、文明祭扫已在咸宁成为主流。”咸安
区帅印山公墓负责人说，为了提高市民的
绿色祭扫理念，公墓推行禁止燃鞭、鲜花
祭祀的方式，群众的反响也特别强烈，大
多数人以鲜花来祭奠。这样让文明、健
康、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深入人心，让清
明更加清和景明。

民政：营造文明祭扫氛围

1日，记者走访了城区的一些花店。各
家清一色地将菊花作为花店“招牌”，而且装
饰上也十分下功夫。一枝白菊，平时卖1.5
元，现在涨到3元。温泉滨河东路一家花
店的老板张小姐告诉记者，临近清明生意
特别火，扫墓专用的菊花当天已经卖出
100多枝。“买的多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为了做好清明期间的祭扫接待服务，
市民政局要求全市各殡葬服务场所进一
步深化殡葬改革，提升服务水平，切实做
好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服务和安全保障
工作。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清明节意味

着一种尊重生命的仪式，其内涵的精华部
分在于，向已逝的亲人、祖先庄重地送上
思念与敬意。重扫墓形式，甚至引发山林
火灾，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读。传
统的扫墓方式，弊处还不止交通阻塞一
例，火灾隐患让消防部门如临大敌，一些
扫墓者甚至因情绪过于激动引起疾病突
发。

“清明祭扫，我们呼吁市民尽量出行
乘公交，最好派家庭代表参加，有条件的
还可以网上祭奠。”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为了确保在清明期间
来公墓祭扫人员的安全，市民政局将联合
交警部门进行提醒和疏导。制定安全工
作预案，节前对扫墓点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问题将及时整改。

“近些年，我们在主要交通路口制作
了安全警示标志牌，安排专人对扫墓车辆
进行疏导，文明、环保的祭扫方式也逐渐
为普通百姓接受。今年，我们将提前发布
错峰祭扫的公告，方便市民进行祭扫活
动。”该负责人说。

绿色清明 别样纪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百姓话题

城市低保如何申请？
网民报料：
请问，如果要领城市低保在哪申请？申请条件是哪

些？如果我没车没房没工作没存款可以立即申请到吗？
记者调查：
了解到网民咨询的问题后，记者向市民政局咨询，

工作人员回复咸宁市咸安区申请低保的条件有以下几
点：（1）持有咸安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
当地规定的，均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申请低保。（2）咸宁市咸安区现在执行的是
2020年社会救助保障标准，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是690
元/人/月。（3）每个低保家庭的低保金需根据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情况进行核定，对低于保障标准的部
分进行补差发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黄畈二组何时通燃气?
网民爆料：
到目前为止，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处黄畈二组仍然

没有通燃气，居民日常生活十分不便。我市于2019年全
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各项改造轰轰烈烈，请问老
旧小区改造能不能来黄畈二组看看，解决至今仍没有通
燃气的问题，让燃气入户？

记者调查：
对此，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收到该网民

的投诉后，该局已迅速安排专人进行调查处理，黄畈二
组位于长安大道，已于2019年7月下旬在昆仑燃气公司
由黄畈居委会委托组里报装，经实地勘察及申报提供的
具体资料共报装351户，2019年8月9日昆仑燃气公司
将黄畈村二组燃气安装预算书交付该处负责人。

下一步，市住建局计划于下周安排人员带领燃气公
司工作人员到黄畈社区对接燃气报装事宜，如果还有
疑问，可以联系昆仑燃气公司市场部，也可以联系市住
建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