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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来自相异行业，如今，

都进入了相同的环境、有了类似的经历——入

警，并随即开始高强度封闭执勤。从对监狱的

茫然不知到逐渐熟悉，新警们在磨砺中有了更

加深切的体悟。

接好接力棒 跑出新精彩
在成为女子监狱民警之前，王丹在读安徽

大学法律硕士。“从教室与宿舍两点一线的校

园生活到监狱防暴特警队严格苛刻的工作日

常，这不仅仅是环境与角色的转变，也是我人

生路径的一个转折。”小时候，王丹看着身着藏

青色警服父亲的身影，成为人民警察的梦想便

在心中生根发芽。对于王丹来说，作为一名法

律专业的学生，选择监狱警察，这是两代人之

间的接力，是自我能力的挑战，是责任担当与

正确且光荣的选择。

今年3月15日，王丹怀揣一颗忐忑的心走

进坚如磐石的女子监狱，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执

勤工作。从日常巡逻到应急处突，从警械使用

到擒拿术操练……通过封闭执勤，王丹深刻地

认识到每一次隐患排查、每一次巡逻、每一次

警戒都是一次战斗，都是一次对工作本领的历

练。“我将通过执勤不断锤炼本领，争当一名合

格的监狱人民警察。”她坚定地说。

漫长的等待 一次次蜕变
“经过漫长的等待，2021 年 3 月，我终

于到蚌埠监狱报到，这是我人生的一次蜕

变，从一名公司审计人员转变为一名监狱

人民警察，褪去青涩，身着藏青色警服，青

春时期的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蚌埠监狱

民警姚涛说。

在经历了岗前培训和隔离备勤后，3月 15
日，姚涛怀着激动紧张的心情进入监管区，成为

一名防暴队员。白天在监区清查监舍、体能训

练，夜晚轮值、备勤，日夜不间断巡逻，高强度的

工作节奏起初让姚涛有些吃不消，但慢慢适应

后，他逐渐认识到监狱警察工作的纪律性、严谨

性和特殊性，以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崇高要求和使命责任，“前路漫

漫，未来可期。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脚踏

实地，砥砺前行，身着警服，不辱使命”。

任重而道远 内心却笃定
2020年，杨培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巢

湖监狱，现为监管监区应急防暴队员。杨培

华儿时便有一个警察梦，毕业后在安徽警官职

业学院的实习经历，让他更加向往成为一名监

狱人民警察。自2月28日正式报到，刚走上工

作岗位的杨培华，第一次接触罪犯，内心着实

还有些紧张。后来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

从对工作的不适应，到现在的不断熟悉，对监

狱的认识从表象了解逐渐进入更深层体会，杨

培华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监狱民警肩上的责任

和使命，背后的付出与坚守。

“应该说，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并不是那

么轻松，我深知未来任重而道远。但荆棘会和

鲜花并存，我没有害怕，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监狱人民警察，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监狱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贺）“现在开庭！”近日，

一起刑事案件庭审在被告人姚某家中进行。

因姚某身患尿毒症不能下床行走，肥西县人民

法院将庭审“搬”到了姚某床前。

3月 22日，肥西县法院立案受理了被告

人姚某涉嫌非法持有毒品案。姚某身患严重

尿毒症，难以下床行走，无法前往法院应

诉。为加快案件办理进度，4月 1日上午，承

办法官前往被告人姚某位于合肥市某小区的

家中，向被告人当面送达了起诉书等相关法

律文书，并为其现场办理了监视居住手续。

在征询被告人的意见后，法官还依法通知法

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了一名辩护律师。

鉴于被告人身体状况，为方便其参加庭

审，合议庭决定前往被告人家中开庭。为

此，承办法官多次联系公诉人、辩护人、人

民陪审员，协调开庭时间、出行车辆等。

庭前工作准备就绪后，合议庭带着国

徽、标识牌、电脑和打印机等庭审所需物

品，组织其他诉讼参与人一起前往被告人家

中开庭。

案件办理过程中，考虑到被告人身患重

病，病情每况愈下，情绪非常悲观和低落，承办

法官借上门送达和开庭的机会，耐心地向被告

人释法明理，鼓励其重拾生活的信心。被告人

深受教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深刻反省，表示

会配合案件审理、接受法庭的公正裁判，努力

走好今后的人生路。

本报讯（通讯员 谢美玉）“我要和他一命抵

一命！”近日，旌德县兴隆镇光荣村的王某牛气

愤地跑到村委会，声称他要和邻居同归于尽。

原来，王某牛、刘某莲夫妻与杨某祥、杨某

英夫妻为邻居，今年 2月份，王某牛买了菜

秧苗放在自家院墙上忘记栽种，大风将装秧

苗的方便袋吹到地上，杨某英刚好从院墙外

路过，踩在方便袋上不慎摔倒，气不打一处

来便开始辱骂。争吵过程中，杨某英口不择

言称王某牛夫妻和其因癌症去世的儿子坏事

做尽。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悲痛，因此双方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导致发生轻微肢体冲

突，矛盾愈演愈烈。

村委会考虑到事件随时可能升级，甚至造

成恶性案件，当即就把事情汇报给了兴隆镇司

法所。镇调委会人员第一时间赶到杨某祥家中

了解情况，进行安抚。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

开展调解，首先向杨某祥夫妻宣传法律知识，从

身边案例说起，对其辱骂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教育。

经过调解员不懈劝解，从邻里之间本该守

望相助的情感出发，最后杨某祥夫妻在工作人

员的共同见证下，郑重地向王某牛与刘某莲道

歉。至此，双方握手言和。

特邀调解员解锁线上技能
5月13日下午，长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调对接

中心专门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驻院六名特邀调解员进

行线上音视频培训。教学过程中，调解员还当场顺利

调解一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平台的调解协议

自动生成功能既方便年龄大的特邀调解员们工作，又

方便了当事人诉讼。 通讯员 夏斌武 杨艳 摄

“红马甲”走村入户解民忧
走田间、串农户，红马甲宣传员将法律知识直送农

户，为他们排忧解难。5月18日，旌德县法律援助中心

组织庙首镇司法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和村法律

援助联络员组成“红马甲”法律服务小分队，深入庙首

镇东山、练山、新水等6个偏远村民小组，打通联系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张信 摄

“小小法官”坐上审判席
5月21日、22日，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宿州市

雪枫小学及宿城第一初级中学共计200余名师生走进

宿州中院，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司法氛围，接受法治

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实地参观了法庭诉

讼服务中心、审判法庭、文化信息主题馆等场所，了解

了法院的基本情况和案件诉讼流程，对法院的各项基

本职能有了初步的认识。

通讯员 王飞飞 摄

本报讯（通 讯 员 杨 林 青）

离异家庭，往往因子女探望权

的履行时有分歧。母亲节前

夕，肥西县人民法院桃花法庭

成功调处一起探望权纠纷案

件，保障了一位母亲顺利履行

探望权。

2020 年，刘某与张某因感

情不和协议离婚，婚生子张小

某由丈夫张某直接抚养。协议

离婚时张某承诺刘某可随时探

望儿子，可两人后来就具体如

何探望屡发争执，甚至多次报

警。矛盾升级后，刘某再也无

法 正 常 探 望 张 小 某 。 今 年 4
月，念子心切的刘某一纸诉状

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配

合其行使探望权。

考虑到该案中二人在探望

权纠纷的背后还存在着抚养

费、财产分割等矛盾，且二人

离异时间较短，情绪还停留在

破裂的婚姻关系中，承办法官

决定先开庭审理，用严肃的庭

审流程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

纠纷。

5 月 6 日 上 午 ，该 案 如 期

开庭。庭审后，张某的态度发

生了转变，主动表示同意刘某

探望儿子，但不同意刘某提出

的探望频次。承办法官见状，

当即组织二人进行调解，引导

当事人搁置争议，只从父母角

度出发，找寻二人共同呵护子

女健康成长的平衡点。经过

两轮调解后，刘某和张某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对张小某的探

望 时 间 、方 式 进 行 了 明 确 约

定，签订了调解协议，该案得

以圆满解决。

本报讯（通讯员 齐娜 范席晶）以为

远在外地，就可以逃避履行生效裁判文

书确定的法律义务，5月13日一大早，长

丰县人民法院法官突然出现在眼前，让

章某某认清了现实。

申请执行人某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章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长丰县法

院立案执行后，承办法官经线上查询发现

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多次和被

执行人电话沟通督促其履行还款义务，但

被执行人认为距离远，法官不能把他怎么

样，拒不履行。

5月12日晚，长丰县法院4名执行干

警奔赴宁国，在章某某家附近蹲守布控，

并与宁国法院取得联系请求协助。5月

13日 7时许，执行干警将尚在睡梦中的

章某某唤醒，传唤至宁国法院按照疫情

期间异地拘留的要求安排进行核酸检

测。在拘留的威慑及执行法官耐心细致

的沟通下，章某某履行了 30000元并就

剩余执行案款与申请人达成和解，案件

得以顺利解决。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丹）5月 6日，太

湖县人民法院受理了 14件系列劳务合

同纠纷案件。经过一天的调解工作，双

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4月 14日，汪某等 14人分别诉至法

院称，2019年至2020年期间在被告程某

所办的太湖县某有限公司从事手套制作

工作，2020年该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产，共

欠工资款合计7万余元，程某打下欠条却

一直不给钱。

4月15日，因电话联系不上程某，速

裁团队承办法官只得驱车前往太湖县送

达相关文书，但公司空无一人。随后，法

官改道前往程某老家小池镇，辗转联系

上外地务工的程某。

通过法官做工作，程某于5月6日来

到法院，提出于 5月 26日前一次性付清

全部工资款，原告等 14人同意。至此，

14件系列农民工讨薪案全部了结。

本报讯（通讯员 吴蕾）“没想到这么

快就让我拿到了抚养费,你们速度也太

快了！太感谢了！”5月 20日上午，申请

人吴某一大早就来到肥东县人民法院，

将一面锦旗送到法官手上，对他高效执

行、司法为民的工作作风表示感谢。

原来，吴某诉谈某抚养费纠纷一

案，经肥东法院判决，孩子由吴某抚养，

谈某需承担每月 1800元的抚养费直至

孩子年满十八周岁。判决生效后，谈某

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支付抚养费，吴某

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年的抚养费。

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了解到

孩子年龄尚小，这笔抚养费对申请人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便在第一时间向谈某

送达了法律文书，同时迅速通过网络查

控依法冻结了谈某的银行账户，随后多

次电话联系谈某，无奈谈某态度坚决，

不为所动。

执行干警果断根据吴某提供的线

索，前往谈某所在处将其拘传。了解到

双方矛盾较深，执行法官从情和法的角

度耐心给谈某做思想工作，谈某最终将

拖欠了一年的抚养费一次性付清，并承

诺以后每月主动履行。

本报讯（通讯员 夏晨曦）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激

励干警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5月 10日下午，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展全市法院“读党史、守初心、担使命”主

题演讲比赛。

参赛干警围绕演讲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和亲身经

历谈体会、释道理、抒情怀，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征

程到身边人的点滴奉献，平凡中见伟大，细微处见真

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法院干警对党的初心使命与坚

定情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法院干警蓬勃向上的精神

风貌和勇担重任的坚定决心。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根据得分高低顺序，此次比赛

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10名。其中，合

肥中院王雨萌获得一等奖，巢湖法院季婧、蜀山法院刘

艺、高新法院刘亚慧获得二等奖，合肥中院刘忆秋，包

河法院张百川、周月，长丰法院阚小梅、王银银，肥西法

院王昕、赵珊珊，高新法院李昱，合肥铁路运输法院乔

淑云，庐江法院王娟获得三等奖。

扎根基层法庭
办好民生“小事”
本报讯（记者 徐奥萍）“你们都是合作伙伴，对方暂

时未能履约确实是受疫情影响，也有意愿继续合作，你

们看能否接受调解。”4月27日，在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

院新站法庭，法官宣春莲正在就一起合同纠纷案进行

庭前调解。

2010年，宣春莲来到瑶海法院工作，一年后，该院

成立新站法庭，根据安排，她作为一名审判新兵“驻扎”

法庭。新站法庭服务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辖区

面积广、企业多、回迁人口数量大，案件类型多而杂。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宣春莲审结案件近3000件，始

终在一件件民生“小事”中践行着为民情怀。

调解结案不仅能提高办案效率，更能有效解决当

事人矛盾。每次庭审前，宣春莲都要先询问当事人意

见，从双方陈述中迅速找出争议焦点，分别沟通，平衡

利弊，提出合理的调解方案。现在，她的案件调撤率基

本达到60%以上。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对于标的额较

小的案件，她还会尽量促成当场履行，充分保障当事人

权益。

2018年，宣春莲受理一起因买卖挖掘机引发的追

偿权纠纷案件，因购买人长期未能按约还贷，出售公司

作为担保方为其垫付多期贷款，随后公司将机器拖回，

并起诉购买人。案件受理后，两位七旬当事人找到她，

情绪激动，称自己是实际购买人，公司将机器拖回后，

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扬言如果败诉将以命相拼，案件

背后潜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为了避免一判了之、激

化矛盾，宣春莲积极地做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方和

解，机器由公司收回，对于公司垫付的银行贷款，购机

人一次性支付 10万元，并当场履行完毕，对于这一结

果，两位老人也表示接受。

坚持法律底线，平衡法理人情一直是宣春莲的准

则。她审理的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儿子乘

出租车时，对面车道一酒驾车辆迎面撞上，其子和对方

司机死亡，出租车司机（即实际车主）重伤。原告以运

输合同为案由起诉出租车司机及出租车公司。对此，

被诉司机很不满，认为原告应该起诉肇事驾驶员父

母。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告，宣春莲情法交融，多次与之

沟通协调，并促成多方当事人沟通，最终三方达成和

解，当场履行，事情妥善解决。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青年法官，宣春莲对自己的

定位也很清晰，要用青春践行司法责任与担当，做一个

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法官。

拿自己二维码收别人营业款
本报讯(通讯员 徐娅 杨雪)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

盗窃商家营业款。5月20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审理一起盗窃案，被告人李某偷换商家二维码，被判处

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 1月至 3月间，李某偷偷制

作了数百张微型微信、支付宝的收款二维码，多次采取

用自己的微型收款二维码覆盖其他商家的收款二维码

的方式，窃取他人的营业款1730.20元。案发后，李某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退缴赃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秘密手段多次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综合李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

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缴纳罚金等因素，判处拘役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爸爸的警服真的穿在了她身上

法官找你还款不怕天黑路远

14位民工薪水 法官挂心尖

孩子抚养费 法官催得紧

母亲节
她收到法院的“礼物”

谈体会抒情怀
合肥法院干警赛出风采

调解员来之前他还激愤地要“同归于尽”

一场特殊的庭审

◀
这
些
钱
必
须
给

法
官
说

▶
这
件
事
必
须
行

□本报通讯员 钟仓健 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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