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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荔波县人民法院甲良法庭到都匀市沙包
堡巡回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并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家庭教
育令》，这是荔波法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实施以来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

由甲良法庭承办的原告覃某与被告韦某离婚纠纷一案，

系原告覃某第二次起诉离婚。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了解
到，原被告双方现暂居都匀市，双方的未成年子女正处于应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但因家庭及个人原因已有数
月未按时到校上课。为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法
官特从荔波赶到都匀，向其监护人及本人询问辍学原因，劝

说孩子珍惜宝贵时间及时返校学习。
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承

办法官将案件的庭审现场安排在都匀市，并在开庭前再次组
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双方的未成
年子女仍未返校上课，遂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要求双方当事人及时送其子女返校接受义务教育，多关注孩
子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给予亲情关爱。同时，法官
向当事人及旁听亲友发放《家庭教育促进法》宣传手册，进一
步讲解作为父母在对子女实施家庭教育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义务。经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就离婚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
协议，并领取到该案的民事调解书。

调解结束后，承办法官到该未成年人就读的学校进行走
访，督促本案当事人履行《家庭教育令》。 （李婷）

夫妻闹离婚影响子女上学

荔波县法院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本报讯 5月 2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州中级人民
法院、龙里县人民法院邀请布依族山歌爱好者，走进具有“中
华布依情歌之乡”之称的龙里县湾滩河镇孔雀寨，以唱布依
山歌的形式，开展民法典宣传、宣传老年人防范诈骗知识。

活动从龙里县人民法院巡回审理的一起相邻权纠纷切
入。该案原被告系邻居关系，过去双方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后因被告修建房屋，双方因被告是否占用了原告方的土地产
生纠纷，经过村镇相关部门多次调解仍无结果，原告选择对
簿公堂。龙里县人民法院湾滩河人民法庭受理了该案后，承
办法官多次到现场勘验，并组织双方调解，但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

为更好地就“相邻关系”以案释法，让更多的群众到场旁
听庭审，接受法治教育，法庭决定对该案进行巡回审理。

在龙里县布依族地区，“打官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不
得已的“丢脸”行为，会出现“一场官司十年仇”现象，导致矛
盾升级。龙里县法院调研时发现，当地布依族山歌不但愉悦
身心，而且，“民间劝歌”在促进婚姻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上有
着独特作用，歌师在当地非常受尊敬，很多纠纷也会请有威
望的歌师来调解。龙里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邀请当地比较有
威望的歌师来劝和，同时用山歌向旁听的群众进行法治宣传
教育和防范养老诈骗宣传。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邻里团结讲互助，
团结和谐喜洋洋。平时邻居来相处，莫为小事去动粗。”

“法律+民歌”，这是法院干警和布依族同胞的一次深情
的牵手。在秀美的湾滩河边，和着潺潺的河水，一首首爽朗
动听的布依山歌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婉转悠扬，深情歌唱着
民法典内容、劝说双方当事人“莫为纠纷把情伤”，提醒老年
人“天上不会掉馅饼、生活处处要小心”防范养老诈骗等内
容。

山歌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密切，山歌唱谈调解是用老
百姓喜欢的方法和容易接受的方式。黔南法院将把法治内

容与民歌结合，说法律、解民事、平民怨，化纠纷、消矛
盾，对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让人民群众在山歌唱谈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熏陶，提升

民族地区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团
结和社会稳定。

（孟锦雄 摄影报道）

黔南法院

自编普法民歌 把“法”唱进群众心窝窝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增强青
少年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引导青少年增强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近日，都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到都匀市十三小、都匀市五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以法治课的形式进行，法官助理李汀
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法治教育课。

“同学们，这个案例中，小王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
行为？”课堂上，李汀结合生活中常见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具体
案例，围绕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
以及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三个方面，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刑法、禁毒法等法律法规，帮助同学们增强明辨是非的能
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交友观，遵守纪律，杜绝不良行为，远离犯罪，赢得了同学们
的阵阵掌声。

课程结束后，李汀给同学们发放了民法典、未成年人自我
保护、禁毒等宣传资料。

（向冬雪）

都匀市法院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人
员通过微信平台“线上调解”方式，成功化解了一起买卖合同纠
纷，既满足了当事人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护自身安全的需求，又
有效节约了法律资源。

2017年4月25日，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粉煤灰、矿粉采购合同》，合同对款项支付结算方式
及期限约定“办理完结算手续后，次月 15日前支付相应结算期
内货款总额的80%，余款20%作为质保金，以货物运抵现场验收
合格为起点，货物进入质保期，质保期为 3个月，质保期结束后
30日内无息支付质保金”。2019年 4月 30日，原告已与被告办
理完了最后一批货款结算且已开具提供合同项下全额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然而被告却一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以及
退还到期质保金，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遂将被告公司
诉至三都法院。

诉前调解人员接到案件后，得知被告公司负责处理案件的
工作人员身处上海，因疫情原因无法处理此案。为降低疫情传
染风险，减轻当事人诉累，调解人员与当事人电话沟通。在征
得双方同意后，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上功能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法理，阐明利
害关系，耐心劝解，最终原被告达成一致协议，两家公司的纠纷
得以彻底化解，被告公司随后按调解协议内容支付了50万元的
货款义务。

（蒙胜翠 秦奇）

诉讼服务“不打烊”

线上调解“促履行”

布依族同胞用山歌传唱法律知识布依族同胞用山歌传唱法律知识

本报讯 为切实保证弱
势群体合法权益，打造独山
县人民检察院“匠心独检·
筑卫南门”品牌，提升执法
办案透明度以及司法公信
力，近日，独山县人民检察
院对 16 起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护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进
行公开听证，并邀请人民监
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承办人介
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在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后，各听
证员就相关事实以及是否
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范
围、维护当事人权利等方面
充分发表了意见。经过评
议，听证员一致认为，独山
县检察院对弱势群体支持
起诉合法、合理，彰显检察
担当。

对民事支持起诉案件
进行公开听证是该院对于
听证案件类别的重要尝试，
同时也是具体能动履职的
重要体现。通过听证员的
参与，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
工作的认同感。在今后的
工作中，独山检察院将持续
推进民事检察听证工作规

范化、常态化，不断提高民事检察影响力和公信力，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温度。

（唐忠晏）

独
山
县
检
察
院

支
持
起
诉
公
开
听
证

检
察
履
职
助
力
维
权

本报讯 5月 27日，州人民检察院、州工商联
在匀举行“爱心企业未成年人观护基地”集中授牌
仪式，为都匀、福泉、瓮安、荔波、龙里、独山的 6家
爱心企业集中授牌。我州首批企业型观护基地正
式成立，“检企合作”为罪错未成年人搭建起了“温
暖的家”，为迷途的孩子们点亮了回归的路。

让罪错未成年人能够无痕回归社会、重获新
生，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追求的共同目标。检
察机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教
育、感化、挽救”罪错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经过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以
观护基地进行帮教，对提升帮教成效和预防罪错

未成年人再犯罪有积极促进作用。
为进一步深化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完善

帮教观护体系，突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和
难点。州检察院与州工商联共同研究决定建立

“爱心企业未成年人观护基地”，让更多的罪错未
成年人能够得到系统专业的帮教和矫治，也为他
们搭建重新融入社会的过渡平台。多家企业闻讯
后，积极踊跃报名，州县两级检察机关和工商联进
行了充分的调研考察，严格的筛选，最终选出 6家
社会责任强、热衷公益事业、职业危险系数低、具
有充分帮教条件的爱心企业作为我州首批“爱心
企业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并制定了《关于在爱心

企业设立未成年人观护基地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基地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州检察机关建立企业型观护基地，赋予帮教
工作一定的社会属性，能够为罪错未成年人重新
无障碍回归社会提供有利条件。“检企合作”让“司
法专业化”与“帮教社会化”有效衔接，形成多元复
合型的帮教模式，推动我州帮教工作逐步走向体
系化、专业化、精准化，帮教观护体系更加立体、也
更完善，这是社会力量积极融入和促推形成我州
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化大格局的有力举措，有效拓
宽了我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宽度和深度。

（谢欣）

州检察院 州工商联

为“爱心企业未成年人观护基地”集中授牌 本报讯 为着实改变
“中国天眼”宁静区环境司法
保护重点不突出、效果不明
显等问题，深化行政执法与
司法保护协调联动，凝聚执
法合力，共同维护“中国天
眼”宁静区的环境安全，5月
26日，平塘县人民检察院与
县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中国
天眼”宁静区环境司法保护
工作座谈会。

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
对“中国天眼”宁静区内破坏
环境资源案件办理、环境资
源案件审判、非煤矿山的审

批处置措施和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核心区内的综合行政
执法、生态环境保护与司法
联动等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

平塘县检察院负责人表
示，“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
要从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

“中国天眼”环境安全保障的
重要意义，积极开展宣传引
导工作，进一步提高群众对

“中国天眼”的安全防范意
识，筑牢群众维护国家安全
的思想防线和抵御安全风险

能力。对“中国天眼”保护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通过会商
研判、信息共享、联防联治等
建立机制和措施，构建“中国
天眼”环境安全防护墙。同
时，充分发挥检察听证职能，
在“中国天眼”保护区内设置
检察听证室，让保护区域的
群众通过充分参与检察听
证，增强对“中国天眼”保护
的法律意识，为国之重器筑
牢社会屏障，用社会力量维
护“中国天眼”的安全运行。

（马家海）

平塘
深化“中国天眼”宁静区环境司法保护

本报讯 “听证员和公益
诉讼志愿观察员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今后将履行好
听证员、观察员的责任和义务，
秉承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
积极参与到检察工作中来，为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贡献力量。”5月 27 日，全国人
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水族马尾绣传承人宋水仙在
接过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的聘任证书时，表达了自己
的心声。

为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职
责，规范和加强以听证方式审
查案件工作，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提高检察公信力，三都检察
院聘请了 25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专家、律师、基层工作者等成为首届检察听
证员和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聘期5年。他们将
在今后的工作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发挥专业
所长，充分发表评议意见，为提升疑难复杂案件
办理质效、深化释法说理、疏导化解矛盾纠纷等
提供专业意见建议。

聘任仪式上，三都检察院负责人与受聘的
25名听证员、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签订了《保密
协议》，向受聘人员表示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一

直关心和支持检察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各位听证
员、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始终秉承客观、公正的
态度，严格按照工作程序要求，积极参与到检察
听证和公益诉讼监督工作中来，利用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社会各界重要力量的影响力，以群众
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释法说理，广泛传递检察
好声音。

三都检察院还就检察听证和公益诉讼监督
的案件范围、程序、规则、履职等内容进行了重点
培训。 （高阳 摄影报道）

三都检察院

聘任25名听证员、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
能力，5月26日，瓮安县人民
检察院到中坪镇开展以“提
高识骗防骗能力，依法严打
养老诈骗犯罪”为主题的普
法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守
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在活动现场，检察干警
以悬挂条幅、现场讲解、发放
宣传手册等形式，向人民群
众特别是老年人宣传新型诈
骗手段，为老年人讲解养老
诈骗的作案特点、防范方法
等内容，提醒老年朋友要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

不轻信他人，绝不向陌生人
转账、汇款等，如遇到不明情
况，要及时与子女沟通联系
或拨打报警电话，以防“养老
钱”被骗。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400余份。

（李奇应 杨梅）

瓮安县检察院
开展普法宣传 防范养老诈骗

本报讯 为增强学生的
法治意识，提升学生自我保
护的能力和意识，近日，惠水
县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以法治
副校长身份走进县城关一
小，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
来”法治进校园活动。

在学校报告厅，该负责
人与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并希望同学们要学会用
法律保护自己，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争做学法、知法、
守法的好少年。活动中，该

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罗彩霞为学生们上了一堂
题为“真假朋友”的法治课，
用幽默易懂的语言和同学
们分享了校园欺凌的相关
知识，通过讲述身边发生的
典型案例，阐释何为真正的
朋友、校园欺凌的表现形
式、如何预防和制止校园欺
凌等。

截至目前，惠水检察院
共有 27 名检察人员担任县
内 53所中小学法治副校长，

新学期以来，共开展法治进
校园活动 13 次，对 12000 余
名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进一
步增强了学生法治观念和安
全意识，筑牢了校园安全防
线。 （罗彩霞 王子文）

惠水县检察院
送法进校园 守护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