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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近年来，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切
实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探索出适合少数民族的一站式诉讼服
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
的司法服务。
主抓基层治理 延伸前沿阵地司法触角

找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法院工作结
合点，以人民法庭、各乡镇街道、各社区、各
村寨作为诉源治理的前沿阵地，以创建“无
诉村寨”建设为载体，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多
元解纷新路径。

“小网格”助推解纷“大治理”。该院在
2个街道6个乡镇的辖区内设置3个人民法
庭、2个法官工作站，挂牌成立 8个人民调
解组织，形成“上下统筹、条块融合”解纷网
格，打造乡镇、社区、村司法服务，矛盾纠纷
化解“最后一公里”。

“法官+村官”访民情解民忧。该院分
别在所包保的周覃镇 3个村成立法官工作
室，以法官+包保干部为主抓手，在开展乡
村振兴工作同时推行服务发展、便民诉讼、
查明案情、指导民调、法治宣传。坚持“面
对面、心连心、听民生、解民忧”，推行“夜访
农家、夜听民生、夜普法律、夜调纠纷”，让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畅享司法服务。

张家老人过世，就在这让人悲痛的节
骨眼上，大哥和弟弟之间却产生了矛盾，而
且愈演愈烈，闹得不可开交。原来，弟弟一
手为老人操办完丧事，在让大哥支付安埋
老人的费用时，却被大哥拒绝。大哥要求
弟弟先把老人的遗产、退休工资以及政府
补偿的工资拿出来分，剩余的安埋费他再
补，兄弟二人谁也不肯让步。为将家庭纠
纷化解在基层，防止矛盾进一步扩大，该院
大河法庭联系镇综治办、镇司法所、镇调解
委员会、村委会以及各方当事人进行面对
面地调解处理。通过法官释法明理，当事
人知道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听从法官
的建议，双方重新签订了分配遗产以及处
理老人后事的协议。

“双语”普法调解暖民心添动力。充分
考虑三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
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6.7%，由于交通等地理
环境原因，很多老百姓与外界接触较少，不
懂不会说汉语的居多。该院通过积极打造

“法官+村两委+寨佬”审判调解新模式，开
展“水语法庭”“布依语法庭”“苗语法庭”巡
回审判。以“巡回审判+民歌普法”的形式，
以普法为主线，以水歌为载体，在双语法官
调解案件过程中，邀请“寨佬”“歌仙”及村
支两委参与其中，利用“山歌”化纠纷、促和
好。秉承“治未病”理念，在“卯节”“端节”

“小年节”“吃新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假日

活动上推广“山歌”普法，把诉源治理工作
做在矛盾发生之前，从源头上预防纠纷。

“农村群众文化程度不高，老人更是只
会讲水语，学习法律不容易，但是通过水歌
传唱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听一遍就能明
白大概内容，多听几遍还能跟着哼唱几
句，让群众真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
上。”水族绣娘韦应丽说。2022年 5月 25
日，在省高院、州法院、县委政法委组织
下，该院法官走进少数民族村寨，利用水
族喜欢听水歌、爱好唱水歌的特点，以普
法为主线，以水歌为载体，编唱普法水
歌，广泛传唱，在水歌的盛传中将法治意

识、法治精神唱进更多基层群众心中。
异地诉前调解显温情增效能。三都是

农民工劳务输出大县，为整合有效资源，
便于当事人感受公平正义，减少当事人往
返奔波，三都县法院把纠纷化解阵地延伸
到省外，通过在常州挂牌建立调解工作
室，选聘了两名三都驻常州党员服务中心
的干部和两名在务工人员中有一定威望的
三都籍农民企业家为专职调解员，异地开
展民事纠纷调解工作，在明确职责、规范
程序、强化措施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同时
充分利用好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线上
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消耗、更
好地保障外出务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服务社会治理 构建多元解纷新格局

非诉联动促纠纷高效化解。把诉前调
解打造成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的
重要平台，积极对接辖区矛盾纠纷多元调
处中心，强化协同理念，推进前端诉源治
理、中端多元解纷、末端高质效审判无缝
衔接，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县人行等
部门强化对接完善工作衔接机制，建成

“嵌入型”诉前调解中心，通过派员进驻
服务方式，建立了“司法+行政+N”工作
模式，实现从源头化解易发、多发类型矛
盾纠纷。

“点、线、面”结合打造纠纷化解
“全时空”。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下，构
建起以县综治中心为一个中心点、县级各
专业调解组织、六镇两街道基层人民调解
组织的结构模式，选聘 222 名人民调解
员，实现辖区内镇、村及社区“全覆
盖”，将保险调解、社区调解、医疗调
解、金融调解、物业调解、交通调解等纠
纷纳入多元化调解工作当中。积极引导当
事人选择“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方式化
解纠纷。该院将案件委派到综治中心及各
调解组织进行诉前调解，调解成功率为
56.95%，其中，申请法院出具调解书233件、
司法确认88件、当事人和解160件。

三都法院

“一站式”多元解纷 闯民族地区司法为民新路
文/图 蒙胜翠

本报讯 为预防和打击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
植物违法犯罪行为，彻底铲除毒品隐患根源，近日，龙
里县禁毒办联合龙里县冠山街道城南社区，联合开展
禁毒铲毒宣传教育和禁毒踏查工作。

当天，由县禁毒办、社区干部、网格员等组成的禁
毒队，对重点区域、重点人员进行“地毯式”排查，确保
把有可能存在的毒品原植物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现
毒品种植。

在踏查过程中，县禁毒办工作人员同步向社区居
民宣传识毒防毒知识，号召大家参与到禁毒中来。“毒

品的危害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它不仅能毁掉个人，
也能毁了一个家庭。”社区居民纷纷说道。

通过开展此次禁毒踏查宣传活动，进一步向居民
普及禁毒常识、毒品危害，增强辖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和抵制毒品的能力，引导群众自觉拒绝毒品、远离毒
品，确保“零种植 、零产量”禁种铲毒工作目标的实
现。

图为工作人员在进行禁毒踏查。
（孟娇 张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惠水城投
集团诚远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吴某某
受贿一案。惠水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公诉。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4月，被告人吴某某利用担任惠水县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水城投公司）工程技术
部水电工程室主任的职务便利，为管理服务对象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30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
吴某某具有坦白、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法院
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当庭对被告人吴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退缴 130万元赃款，由扣
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

图为庭审现场。 （陈睿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人民法院环保法庭通过微
信调解，成功化解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既节省了诉讼
成本，又减轻了当事人诉累，赢得了当事人的一致好
评。

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某公司于 2022年 4
月向被告惠水县某公司购买生猪，合同签订后，原告
向被告支付定金 30万元，后因被告提供生猪经检测
存在猪瘟病毒，双方产生纠纷，后经原告多次向被告
要求返还定金及赔偿损失，被告未偿还。原告将其诉
至法院。

承办法官认真查看卷宗材料后，发现本案事实争
议不大，有调解的可能性，遂通过电话联系被告进行
沟通。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官便添加了原被
告的微信，进行在线调解。在法官的主持下，被告通
过微信对原告起诉事实及理由表示认可，对于其提出
的调解方案表示接受，并主动向法院交纳履约保证金
15 万元以保证履约诚意，最终，经过法官的耐心劝
说，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按照双方协议付
款30余万元，该案以调解方式顺利结案。

（张翔）

千里追猪款 “指尖”巧调解

本报讯 近日，福泉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对被告人王某
某作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1万元，责令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赔涉案被害人
蒋某等经济损失共计122万元。

被告王某某对外谎称平源公司在贵州省某镇购买了一
座矿山，该矿山由其成立的“兴发钙业有限公司”负责经营。
后王某某多次带赵某某、王某涛、蒋某福、蒋某等人到某处山
上，称该处就是平源公司购买后交给自己经营的矿山。2020
年年初，王某某使用伪造的“兴发钙业有限公司”印章与从事
爆破工作的爆破员彭某某签订“开采高钙石承包合同”，与蒋
某签订“开采高钙石油料供应合同”，并“承诺”矿山开工后，
由赵某某任该矿山执行董事，与王某涛一起购买挖机到矿山
上施工挣钱，由蒋某福为该矿山车队供油，林某某任该矿山
厂长，同时赵某某为“兴发钙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等。王
某某通过上述伪造的资料及虚构的事实骗取蒋某、赵某某、
蒋某福、王某涛等人的信任后，以经营矿山前期须投资等虚
构的事实骗取了蒋某、赵某某、蒋某福、王某涛共计人民币
122万元。

（潘德贵 杨淑娟）

谎称有矿山骗取投资款
男子获刑十一年八个月

本报讯 为营造良好的全民“学法、懂法、用法”法治氛围，
强化居民法律意识，近日，龙里县冠山街道西城社区开展了以

“法律知识进万家·幸福生活你我他”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

活动采用坝坝会的形式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向群众大力宣传了人民调解法、婚姻法、劳动法、合
同法等法律法规，培育群众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同时，把
法制宣传教育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引导群众
依法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变为普及法律知识、
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图为宣传活动现场。 （宗桂花 赵碧碧 摄影报道）

龙里冠山街道

开展“法律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边阳镇一男子在派出所门口对自
己的妹夫大打出手，边阳派出所火速制止并受案调查，最终
化解矛盾，两家和好如初。

当日上午，边阳派出所在开展“万警进万家、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隐患”专项行动工作中，了解到辖区尤某英与妻子刘
某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争吵过程中尤某英用手推了刘某，
派出所民警遂将夫妻二人带到派出所进行处理，经民警耐心
劝说，双方感情纠纷得以成功化解。13时许，尤某英与刘某
从派出所矛盾纠纷调解室出来准备回家时，尤某英在派出所
门口被随后赶来的“大舅哥”刘某春打，值班民警听到声音后
火速出门制止，并对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受案调查。经
调查，系刘某春在家听到妹妹和妹夫因婚恋纠纷被带到派出
所处理的消息后，遂怀疑妹妹被妹夫家暴，便立即从家赶到
派出所找妹夫“算账”，刘某春刚到派出所门口就偶遇尤某
英，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对尤某英拳脚相加，幸亏被值班
民警及时发现并快速制止。

边阳派出所民警认为当事双方缺乏沟通，因考虑到双方
的关系，且未造成严重伤害，同时当事双方均申请民警帮助
调解处理，民警对刘某春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组织双方进
行行政调解，为此，成功化解一起可能引发恶性案事件的矛
盾纠纷。

（何知才 吴紫花）

罗甸边阳派出所

成功化解一起家庭矛盾纠纷

本报讯 近日，福泉市人民法院陆坪人民法庭法官在医院
病床前，以“和”字为先，用“谈家事”方法成功调和了一起离婚案
件，及时修补好当事人家庭裂痕，维持了一个家庭的完整。

罗某和杨某于 2019 年 5 月步入婚姻殿堂，生育有一子一
女。后因家庭琐事夫妻经常发生争执，罗某感到身心疲惫、心灵
受伤。2月10日，罗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承办法官了解到，在结婚初期，双方当事人感情一度较好。
后因生活琐事、经济压力等原因时常发生争吵。近期，罗某身患
病症在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日常由杨某照顾
护理。

这场拉家常式聊天谈了很多。当夫妻二人看到法官利用谈
话间隙给孩子穿鞋的温馨举动时，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子女成长
需要父爱和母爱，两者缺一不可。经过一番劝说，罗某表示愿意
原谅丈夫，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次机会。同时，杨某也意识到之前
的粗暴野蛮，表示今后会改正错误，对妻子好。 （刘晓勤）

夫妻对簿公堂 法官巧解纠纷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盗窃案，金某、
韦某、罗某、蒙某 4人因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八个月至一年零
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分别处1000-8000元不等罚金。

被告人金某、韦某、罗某，蒙某到惠水县某地绿化带处，将
该处的路灯铜芯电缆线盗走，后将盗窃的铜芯电缆线销赃给王
某，得赃款后共同分赃。案发后，经惠水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
被盗电缆线价值人民币5124.58元。之后，被告人金某、罗某再
次到惠水县某地绿化带处，将该处的路灯铜芯电缆线盗走，后
将盗窃的铜芯电缆线销赃给王某，得赃款后共同分赃。案发
后，经惠水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被盗电缆线价值人民币
6806.94元。

该院认为，被告人金某、韦某、罗某、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4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遂作出如
上判决。 （潘秋燕）

偷盗电缆线 获刑被罚款

三都法院大河法庭通过诉前调解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龙里

预防和打击非法种植罂粟重踏查强宣传

贪廉一念间 荣辱两重天
惠水某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受贿获刑

三年五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