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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他们并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只是十
几岁的孩子，缺乏管教，不知轻重，没有必
要在人格上对其作出评判。而且，基于无罪
推定的刑事审判原则，审判前也不应把他们
当作罪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少年审
判庭庭长刘美玲谈起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眼
中始终泛着慈爱，“我既是一名审判人员，
也是孩子的母亲。”

当法官们把爱恨交织的感情倾注到这一
特殊的群体，当情、理、法的路径在一个点
上融合，庄严肃穆的“公堂”又将会是怎
样？

法官寄语

让“公堂”变“课堂”

“坤朋，你自幼失去双亲，年老体弱的
奶奶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其艰难可想而
知。男儿当自强，家境的穷苦窘迫并不可
怕，怕的是自己丧失了志气……”不久前，
文登区法院少年审判庭对一起故意伤害案进
行了缓刑宣判，庄严、神圣的法槌敲响后，
案件并未画上句号，主审法官一封情真意切
的亲笔信让在场的人无不眼含泪花。

手捧主审法官送给他的“寄语卡”，王
坤朋扑通跪地，泣不成声：“这是我第一次
收到亲笔信，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这么多，这
么深。我错了……”

“没有不可救药的孩子，只要拨动他们
心中的善弦，就有新生的希望。”为将冰冷
严肃的“公堂”变成教育感化的“课堂”，
文登法院少审庭法官们创造性开展了“法官
寄语”活动。他们整合法律、事理、情感等
因素，详实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
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等情况，结合判决结果
一对一撰写赠送“法官寄语”，把柔性的人
文关怀融入刚性的法律程序中，让他们真正
感受到社会的宽容、温情、关爱和希望。

判决不是终点，挽救才是目的。除了
“法官寄语”，在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
文登法院少审庭还将“圆桌审判”、“家
长亲情信”、“合议庭”等特色审判方式
运用到庭审中，有效减轻了庭审给未成年
被告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恐惧心理，促使

其认罪服法，改过自新。

封存犯罪记录

开启全新人生

三年前，年仅16岁的徐杰因抢劫而获
罪，考虑到他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
好，法院对其判处了缓刑。

虽然免于牢狱，但徐杰一想到今后走到
哪自己都得背着犯过罪的“标签”，就顿时
“压”得喘不过气来。宣判后的一段时间，
他天天窝在家里不愿见人。少审法官告诉
他，作为未成年人，他的犯罪记录已经被
“封存”，除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以及机关
事业单位招考等几种要求极为严格的情形
外，其他任何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
法查出他的犯罪档案。卸下了思想包袱，徐
杰走出家门，如今他已成为一家酒店的大堂
领班。

在文登少审法官们看来，“犯过罪的孩
子，容易被贴上‘标签’，遭人歧视、被社
会边缘化，自身心理上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因此回归之路阻力重重。”因此，“我们不能让
这些孩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要整合社会各
方有效力量，构建起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
护网，帮助他们修复心理创伤，为他们回归社
会扫清障碍。”

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基本出发点，文登法

院与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联动，
建立起了相互配合、相互衔接、齐抓共管的
犯罪记录联动封存机制。目前，已对2011年
以来54名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全部实行了犯
罪记录封存。

文登少审庭还引入了“合适成年人参
与诉讼”制度，即在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
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庭参与诉讼时，法院在征
得未成年被告人的同意后，委托未成年被告
人的其他成年亲属以及妇联、团委、学校的
相关工作人员，作为“合适成年人”参与诉

讼，行使法定代理人的部分诉讼权利，以此
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消除心理恐惧，充分保障
他们的诉讼权利。他们还邀请具有国家认证
资格的心理咨询师为被告人在庭前或庭后对
其进行心理疏导，对矫正其不良行为产生积
极作用。

不抛弃不放弃

少年犯成为大学生

隋鑫升眼下是一所知名高校的学生，活
泼开朗，阳光健康。他现在的同学们都不知
道，两年前，他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缓
刑，险些被所在高中开除。

当时，少审法官得知，因隋鑫升受过刑
事处罚，其所在高中为避免不良影响，欲勒
令其退学。主审法官立即与该学校联系交
涉，最终说服学校给了隋鑫升一个机会：不
予劝退，转学就读。也正是这一个机会，让
隋鑫升得以在继续学业中回归正途，他的命
运也因此改写。

用爱引领迷途的孩子回归，是文登少审
法官们共同的选择。张也辰因长期无业致手
头拮据，在他人蛊惑下参与盗窃。为帮助其
矫正，并让其学到一技之长更好地适应社
会，少审庭法官把适用缓刑的张也辰介绍到
本地一家规模较大、管理规范的工厂上班，
张也辰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积
极努力，受到企业负责人的肯定，目前月工
资已近3000元。

据统计，2010年以来，经与学校、家长
及相关单位联系，文登少审庭法官们已帮助
8名缓刑未成年人继续入学学习，其中2名顺
利考上了大学，13名未成年人顺利走上了工
作岗位。

（注：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文登区法院情理法交融帮教失足未成年人———

拿什么拯救你，折翼的天使？

关键词：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尤其需要法德结合，法内容情。法槌落下伴随
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对于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未成年人，既要彰显法律的威严，也要让他们
得到爱心的滋润和道德的教化，这就需要我
们法官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像父母对
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一样，
用真心去召唤、用诚心去感化、用爱心去温暖
他们。

我们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矫正”方针，
倾情打造包括圆桌审判、社会调查员参与诉
讼、轻罪犯罪记录封存、邀请心理专家辅导、
建立预防帮教社会联动机制等创新举措在内
的司法“希望工程”，努力构建“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审判和判后帮教”三位一体的少年工作
体系，目的就是要主动承担起社会管理责任，
用温情筑起一道预防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犯罪
的牢固堤坝，为广大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成
长的法治环境。

■院长点评

“情理法”交融，为迷途少年点亮心灯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院长 宫云举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张苹莉 刘金光 报道
本报沂水讯 在沂水县许家湖镇春水社

区，49岁的李家庄村民赵付梅提前过上了
“退休”生活。不再种地，照看孙子、跳广
场舞成了她最大的“工作”。10月27日，记
者见到赵付梅时，她正对着电脑学跳“小苹
果”。对于眼前的生活，赵付梅感觉“进入
城镇化”了 ,“水电暖全上楼，家门口还有
医院、广场、大型超市、服务中心，你看学
校在楼上都能看见，小孩也不用跑3里路到
隔壁村上学了。”

这样的改变，源于许家湖镇正在实施的
“两区同建”战略，即农村社区与产业园区
同步建设。根据规划，许家湖镇将辖区内的

121个行政村合并为35个社区，目前已启动
建设11处，春水社区就是其中之一。

一提上楼，有些地方的群众怨言颇多，
这儿如何？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个事儿：春
水社区一期工程涉及夏家楼村、李家庄村、
石埠官庄村3个村的搬迁工作，今年6月20日
签订搬迁协议，而6月19日晚上很多人就排
起了长队，3个村1080户仅用了10天时间就
全部签完。

在这背后，就是完善的配套设施、过硬
的赔偿条款让村民吃了定心丸。赵付梅给记
者算了笔账：自己原来4间平房赔了30多
万，而这125平方米的楼房加车库，才25
万。家里原有8亩多的桃园、桑园又赔了30
万元，“这些钱够养老了。”

“不但村民能一次性‘解渴’，村集体
还有长流水。”李家庄村村支书李金先想不
到的是，“镇党委书记刘健铭还提出，招商
项目落地后，按照占据村庄土地的多少，将
企业上缴的部分税收返给村集体。以后这部
分钱，能让老年人免交水电暖气费了。”

刘健铭告诉记者，“两区同建”还解决
了农民的出路问题，让农民离地之后赚钱更
多。

56岁的春水社区居民黄义安有了一份新
职业——— 社区保安。“一个月2100块钱，一
年下来2万多块钱，可比种地强多了。”黄
义安告诉记者，他儿子在附近工厂当司机，
一个月也有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都是活
儿，只要勤快些，怎么着都能挣钱。”

恰如黄义安所言，满地都是活儿。眼
下，许家湖镇打造的庐山和滨河两个千
亿级园区已有149家企业进驻，不但解决
了本地劳动力就业问题，连周边县区的
都来打工。而千亩现代农业示范园、诸
多 社 区 公 益 岗 位 ， 则 让 老 年 人 各 得 其
所，“这些保证了每家至少有一名挣钱
的劳力。”今年1-7月份 ,许家湖镇农民人
均纯收入13871元，同比增长了21 . 5%。同
时，该镇实现生产总值49 . 7亿元，地方财
政收入2 . 2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2 . 2%、
41 . 3%。

现在的生活，黄义安形容是“一步登
天”，“早饭都不做了，就出去花两三块钱
吃个包子、喝个豆浆。”

许家湖镇“两区同建”让农民离地之后赚钱更多

两个千亿级园区带来“满地活儿”

□史丽丽 彭辉 报道
文登区法院少审庭创新设立了“圆桌审判庭”，法官不穿法袍，着制服或便装，不使用法槌，

营造人性化庭审氛围。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0月10日，记者在日照市岚山区农村“阳

光合同”工作现场会上看到，该区安东卫街道和巨峰镇在全
区“阳光村务”基础上，又先行一步开展了农村“阳光合
同”工作，对农村集体开展的所有经济合同进行全面清理规
范，并将所清理规范的合同全部在“阳光岚山”网站公开。

为进一步堵住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监管
漏洞，今年，岚山区在推行“阳光村务”的基础上，又对农
村基层组织开展各类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开刀”，把农村集体合同文本和履行过程全部网上公开。

据介绍，岚山区“阳光合同”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全区农村集体经济合
同进行清理与规范，建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阳光”监管长
效机制。所指的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是指除农村集体土地家
庭承包合同以外，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居）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所属企业，与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新订立和
履行未到期的所有经济合同（含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包
括资产资源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物资采购合同及其它村级
经济事项涉及的合同。

为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阳光”监管长效机制，
确保“阳光合同”公开到位，岚山区还要求，今后，各村
（居）新签订的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必须在签订后7个工作
日内上传阳光岚山网阳光合同平台公开。对不按规定程序私
自签订的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经管部门不得给予备案、收拨
款项，对逃避公开的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司法部门不得给予
鉴证，标的物主管部门不得给予确认。同时，纪检监察部门
加大对农村“阳光合同”工作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
处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的违纪违规行为，
依纪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丁振九 报道
本报昌乐讯 今年以来，昌乐县建立了以“人、地、

事、物、组织”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综治网格化管理运行
体系。通过对大数据的共建、共享、共管，实现了各类人员
所有诉求的无缝覆盖、便捷高效的程序化服务与管理。

按照“人、地、事、物、组织”全覆盖和“以房管人”
的网格化管理理念，建立了“四级网格、三级机构、一个团
队”的“立体式”管理体系。本着“实用、管用、好用”的
原则，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建成了“昌乐县综治网格化信息
系统”。目前，全县9个镇街区、113个社区和77个综治委成
员单位全部建成VPN通道，手持终端应用正在乔官、红河
等镇街试运行，预计年底普及率可达85%以上。

为保障工作有序进行，昌乐县按照“试点先行、梯次推
进”的原则，多次聘请网络、软件专家进行实地探讨，专门
制作了《操作手册》、PPT培训资料，组织各级网格员培训
班12次，把治安、房管、民政等重点人员管理、农业综合服
务等部门职能延伸到网格空间。目前，全县各级网格已经通
过PC端和手持终端流转处理群众诉求1110多件，处结率达
98 . 5%。

进一步堵住“三资”监管漏洞

岚山农村集体

经济合同网上公开

昌乐提升网格化管理效能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雷 杨钦志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0月27日，家住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的孟

凡林一大早就赶到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山城派出所，感谢
民警们帮他找到了走失6年的母亲。

10月20日晚上八时许，山亭公安分局接群众报警求助：
有一名外地妇女流落在山城街道办事处西鲁村附近。山城派
出所接到指令，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她神智有些不清，
说不明白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在山城派出所里，民警们耐心和她交流沟通，希望通过
只言片语弄清楚其家庭情况。在断断续续的交流中，民警们
听到她说了两遍“义堂”，猜想可能是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
人，便通过电话与义堂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同时用微信把她
的照片发到义堂派出所民警的手机上。义堂派出所民警立即
查阅近年来的报警记录，发现她与三年前一名报警走失的王
某特别相似，于是马上通知了报警人孟凡林。

孟凡林思母心切，连夜冒雨从临沂赶往山城派出所。
凌晨两点，失散了6年的母子，一见面就抱头痛哭。2008年
某天，王某下地干活后离家未归。6年来，孟凡林先后到临
沂市的费县、苍山、郯城等地寻找，都没有打探到母亲的
音信。

山亭警民

助失散6年母子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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