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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携手共建平安桂林 着力提高安全感满意度

□本报记者陈静 张苑

所谓法不容情，一提到法院，相信大多数
人脑海浮现的都是一个只讲法理、不讲人情的
地方。然而，近日象山区人民法院母婴室内的
一幕却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它不一样的一面。

近日，象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
件，原被告双方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婚姻破裂，
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两个婚生的儿子均由
原告抚养至 18 周岁。鉴于家事的特殊性，在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院设置了独立
的母婴室和亲情调解室，为带小孩的当事人带
来极大方便。为了保证庭审的正常进行，法官
在开庭前做了特别准备，将法院的母婴室打
开，让其他家庭成员陪护两个孩子在里面玩
耍。木马、积木、故事书……两个孩子在这里
玩得很开心，稚嫩的目光里充满着童真，他们
并不知道父母即将上演一场夺子大战。而另一
边，原告与被告正在法官的主持下有序地进
行诉讼。

母婴室、家事法庭：感

受司法的温度

走进象山法院家事法庭，浓浓亲情
扑面而来。绿色的窗帘、柔软的地板、
整洁的沙发、温煦的灯光………站在门
外都能立刻感受到一种简单的宁静和家
的温暖。法庭里，“餐桌审判”方式拉
近了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原告、被告席
卡改为“丈夫”、“妻子”等家庭角色称
谓，缓解了部分当事人怕当或不愿当被告的
心理。整个庭审现场气氛既严肃又温馨，为有
效解决家事纠纷提供了舒缓的环境。

在家事法庭外，法院制作了“家和万事
兴”等亲情调解文化走廊，让当事人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教育、反思自己，最终让案件得到圆
满调解。

家事审判庭法官介绍：“在面对各不相同
的家庭矛盾、家庭纠纷时，只要我们用心倾
听、耐心沟通，设身处地从矛盾双方角度考虑
问题，充分利用家事调解手段，找到矛盾根
源，抽丝剥茧解决繁杂矛盾，再难断的‘家务
事’也能找到解决的良方。”

目前，我市多家法院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设立了家事调解室、母婴室，对冲动离婚
类案件设置离婚冷静期，有针对性地采取上门
回访调解等措施，将柔性司法融入每个家事案
件审理过程。同时，在家事审判中积极探索传
统调解与心理辅导相结合，减少当事人之间的
情绪对抗，进一步增加司法审理的人性化温
度，让当事人切实感受到司法的人文关怀。从
去年 3 月以来，象山法院共审结家事纠纷案
件 547 起，其中调解结案 334 起，通过诉前
调解引导当事人撤回起诉 97 件，有效化解家
事纠纷，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离婚冷静书”、“婚姻家

庭辅导室”：彰显人文关怀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人性化的方式，凸
显法律“柔情”，成为我市各级法院工作的
内容之一。目前，我市各级法院纷纷开展许
多有益的尝试。

去年底，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成立
了“婚姻家庭辅导室”。辅导室的装修充分
体现了温馨和谐轻松的氛围，能有效缓解当
事人的紧张情绪，有利于开展疏导工作。近
日，该法院就利用这个辅导室，用人性化的
方式调解了一起离婚案。

原告粟某与被告叶某离婚纠纷一案，在
龙胜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此案
于前不久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为已是第
二次起诉，被告叶某深知原告粟某去意已
决，和好无望，故对离婚无异议。但是叶某
因为交通事故截肢及颅脑受伤导致残疾，再
婚无望，女儿是其生存的支柱，并且指望女

儿今后养老，所以力争女儿的抚养
权。而原告认为女儿自幼随其生

活，被告无经济来源，也强烈要求得
到女儿的抚养权。双方针对女儿的抚

养问题及共同财产分割问题，互不相
让，言辞十分激烈，庭审一度中断。连坐

在旁听席上的双方亲戚也互相指责，可见两
家的怨恨很深。因矛盾太深，庭审调解未
果。

为了双方年幼的女儿能健康成长，主办
法官要求原、被告及其家人要以孩子的健康
成长为重，并用典型案例告诫双方：女儿不
仅需要金钱的抚养，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需要父母双方的关爱。如果双方结仇，女儿
夹在中间难做人，将会给女儿造成第二次伤
害。而缺少温暖的孩子长大后最容易走入歧
途。法官希望双方冷静考虑一晚上，第二天
下午再到法院协商女儿的抚养问题。

第二天下午，双方在法官的带领下，走
进龙胜法院的婚姻家庭辅导室。这里让他们
产生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其次是赞美。当喝
完暖暖的茶水后，双方的情绪平复了许多。
这时，法官并不急着调解，而是和双方拉起
家常，同时肯定双方都愿意承担抚养责任，
是好父母，肯定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对晚
辈的付出。就这样，聊着聊着气消了，人醒
了，原来水火不容的两亲家终于握手了，一
对年轻人也好合好散了。女儿随母亲生活，
由父亲一次性支付女儿 5 年的抚养费
35000 元。父亲对女儿享有探视权，在保
证女儿正常学习的情况下，在节假日或特殊

日期，父亲可以接女儿回家共同生活。
“调解需要智慧，调解更需要氛围，轻

松愉悦的环境能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向
往。”龙胜法院负责人说，“我们期待我们
的人性化办案，能够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促成更多的婚姻当事人和平
化解矛盾。”

同样的“温情故事”还发生在永福县法
院。去年 5 月，永福县法院发出首份《离婚冷
静期通知书》，限令一对“90 后”欲离婚夫妻
先回家冷静一个月。据悉，这也是桂林市法院
系统的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该通知书要求当事人双方要多沟通交
流，避免争吵，多做修补夫妻感情的事。在
此期间，法院还为双方引入社会力量做心理
疏导工作，联合妇联组织帮助当事人解决家
庭矛盾，化解婚姻危机。

在离婚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大多数当事
人具有一定的冲动性且均将关注的焦点集中
在离婚及财产分割问题上，往往忽视了对婚
姻家庭危机的诊断、治疗和心理修复工作。
设立“离婚冷静期”是永福县法院家事审判
改革工作的司法创新，在法律和感情面前用
司法实践搭建了一座人性的桥梁。

“通过发出《离婚冷静期通知书》，给
婚姻家庭加上一道保险，让有可能和好的夫
妻重新审视自己，重新携手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这是永福县法院家事审判人性化的体
现，也是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和对法律的
尊重。”永福县法院相关人士说。

（本文图片由通讯员唐柳丽摄）

本报讯（通讯员莫杨洋 记者张苑）为进一步增强
村民法治意识，提升村民学法、用法、懂法的能力，近
日，穿山街道办事处司法所邀请法律专家，在七星村委
会给村民进行了一场精彩、实用的法律知识讲座，并面
向广大村民开展“我与法律有个约会”普法宣传。

“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村民朋友们能
从此次讲座中学到知识，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律师用通俗的语言开场。此次讲座内容是
与村民息息相关的《交通安全法》。律师首先用生动的
语言给大家介绍了不同机动车险种的差异，说明了购买
机动车保险的必要性。接着结合实践中遇到的案例，给村
民提出了处理交通事故的正确做法。在认真听完讲座后，
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讲座很切合实际，受益匪浅。

活动中，主办方还设立了法律咨询点开展普法宣
传，接受村民的法律咨询，认真解答村民的疑问，并且
发放了法律宣传资料。

“通过这次普法宣传，村民们不仅增长了法律知
识，也深刻地体会到了法治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穿
山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相关人员介绍，接下来，他们还将
陆续在辖区各村委开展法律宣传，让更多村民学法、懂
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穿山街道办司法所：

“我与法律有个约会”

普法宣传进乡村

被限制高消费无法乘坐飞机

“老赖”主动联系

法院偿还欠款
本报讯（通讯员奉仰鸿 石育红 记者李慧敏） 6

月 4 日，曾被雁山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单、限制
高消费的失信人黎某，主动联系雁山区法院。由于被限
制乘坐飞机，黎某外出旅游的计划无法成行，黎某表示
愿意立即履行义务支付劳务费 28000 元，申请解除对
其高消费限制。

2014 年 8 月，黎某与案外人肖某签订协议，以包
工不包料的方式对某街区进行立面改造。后黎某委托案
外人唐某进行管理施工。唐某雇请以郑某为组长的 20
余人施工队进行具体施工，郑某负责对施工队农民工的
工资结算、发放。工程施工完毕后，唐某与郑某结算，
施工队农民工劳务费共计 92000 元，已经支付 64000
元，尚欠 28000 元未支付。郑某及施工队农民工多次索
要劳务费，黎某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2017 年 1 月，郑
某依法向雁山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最
终判决黎某支付郑某劳务费 28000 元。

判决生效后，黎某仍然拒不支付劳务费。 2018 年
5 月，郑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雁山区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主办法官约谈黎某时，黎
某依然以其系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为由拒绝履行支
付义务。雁山法院依法将黎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同时限制其高消费。 6 月 4 日上午，黎某主动联系法
院，称其需要坐飞机外出旅游但不能购票，无法与亲朋
好友共同外出旅游，表示愿意马上履行支付义务。主办
法官确认黎某支付的执行款到账后，立即对其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进行屏蔽并解除限制高消费令。

今年以来，雁山法院全面加强执行力度，积极履行
“基本解决执行难”承诺，将失信、限制高消费、拘传
拘留等强制措施综合运用，倒逼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充
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阳振平）“六一”儿
童节来临之际，为切实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法治观
念，灵川县司法局在八里街九年一贯制学校开展了“送
法进校园”系列教育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根据未成年学生特点，采取以案
说法与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向学生宣传宪
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校园欺凌、禁毒等相关内
容，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活动中，工作人员给学生详细重点讲解了中学生存
在的九大不良习惯，以及这些不良习惯给人带来的危
害，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尊法守法的重要性，激励广
大青少年学生从小做起，从自身做起，培养良好行为习
惯，健康成长。此次宣传教育活动，让现场 1700 多名
学生受益匪浅。

灵川司法局：送法进校园

助学生健康成长

人文关怀，司法审判中的柔情一面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梁萝玲） 6
月 4 日，七星区法院妥善执结了一起离异夫
妻因侵权责任纠纷引起的执行案件。经过办案
法官的耐心巧妙化解，当事双方多年的积怨被
成功化解。

申请执行人老秦、老黄和小秦是一家人。
2010 年元旦前后， 3 位申请人购买了彩电、
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及真皮沙发等家具，
搬入七星区某小区居住。 2010 年 4 月，小
秦与阳某登记结婚，并搬入该小区与 3 位申
请人共同居住。结婚后，小夫妻俩经常吵
闹。 2012 年 8 月，阳某雇人将共同居住房
屋内 3 位申请人的上述物品搬走。同年 9

月，小秦以感情不和为由，向象山区人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准许其
与阳某离婚。此后， 3 名申请人多次要求
阳某返还上述物品，阳某均予以拒绝。无
奈之下， 3 名申请人于 2013 年 9 月诉至
七星区人民法院。经该院审理，判决阳某
返还申请人上述物品并负担案件诉讼费。
法律文书生效后，阳某仍拒绝返还。秦某
一家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这起案件执行中，执行法官考虑到
该案涉及家庭纠纷，强制执行容易使双方
的矛盾升级，再次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决
定对双方进行调解。不料，申请人与被执

行人积怨已深，均表示不愿再有任何交
流，导致执行标的物迟迟无法正常交付执
行。针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多管齐下，
一方面对阳某采取限制高消费、上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措施，另一方面积极
做其思想工作。

今年 5 月，被执行人阳某终于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主动表示愿意归还本不属于她
的物品。执行法官立即通知申请人准备签收
物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申请人方又提
出，距离被执行人搬走物品时间已有 5 年
多，执行标的物的价格早已今非昔比，表示
不同意以这批“旧家具”结案，要求被执行

人原价赔偿或用其他等价物品代替赔偿。执
行法官多次对申请人进行耐心说法，申明执
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
损毁或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
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
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
人可以另行起诉。起初申请人情绪激动，多
次到法院吵闹，认为法官有所偏袒。执行法
官多次对其普法讲法，申请人情绪才逐渐缓
和。直到 6 月 4 日，在执行法官的监督
下，被执行人阳某将非法占有已久的家具等
物品如数归还申请人一家。至此，经过一波
三折，该案终于顺利执结。

家庭纠纷僵持多年 法官耐心说法化解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雷娜 吴云娟 文/摄）
“孩子，不要自暴自弃，在缓刑期间一定要遵纪守法，利用
时间多多学习……”6 月 4 日，秀峰区人民法院几名法官走进
甲山路一户居民家里，对这里一名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进
行回访帮教，帮助他重拾人生奋斗目标。

老家在全州县的小夏今年 17 岁， 2016 年他伙同两名
成年人撬锁进入居民家中，盗走人民币 2 万多元。法官考
虑到小夏系未成年人，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希望通过庭审
教育能让他充分吸取教训，改过自新。 2017 年，法院以盗
窃罪判处小夏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2 万元
人民币。

虽然被判缓刑，小夏仍需要在家接受教育。为了了解小

夏的情况，近日，秀峰区法院的法官们专程来到小夏家进
行回访，深入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在回访过程
中，法官们亲切地对小夏嘘寒问暖，了解他生活上的困
难，并开导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努力改过自新，抓紧时间
多学习文化知识，确定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面对法官叔
叔、阿姨的关心，小夏连声道谢。他表示十分珍惜法院给
予的缓刑机会，自己一定好好学习，多学技术，做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

据介绍，多年来，秀峰法院对青少年犯罪始终坚持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并积极对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回访、帮教，彰显
了法院的人文关怀，为法治权威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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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在象山区法
院家事法庭，精心
的布置让人感觉温
馨放松。

案件当事人
的孩子在象山区法
院布置的温馨母婴
室里玩耍。

▲秀峰区法院法官在小夏家进行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