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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情暖向人间

开栏的话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为推进全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切实提高全体干警的
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文化水平，弘扬法治正能量，激发干
事创业的活力，2017 年 9 月，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决定在全市法院系统开展首届“天平杯”征文活动。短短
三个月，征集稿件 922 篇，经专家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奖
作品 60 篇。征文活动取得丰硕成果，获得时任省高院院
长张立勇和市委书记刘南昌的批示和充分肯定。
此次征文活动以“我最难忘的一件事”为主题，重在
体现“法的内涵、院的特色、文的品位”，以“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
向全市法院系统干警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深入挖掘难以
忘却的感人故事，以作品感怀、启迪人生，不断丰富和提
升法院文化建设内涵，营造积极向上、文明庄重、创新进

取、团结和谐的人文环境，形成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特
色和品牌。
弘扬法治正能量，用青春书写精彩。征文活动历时三
个月，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充分体现了法院上至领导下到
普通干警怀揣青春梦想，在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中成
长、奉献的青春激情和火热情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届“天平杯”征文活动是全市
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项创新举措，是新时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征程的具体实践，是提升法院系统文
化品位、树立
“文化自信”
的有效载体。
走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继续讲好“我们的故事”，不
断增强法院的凝聚力和传播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落
实到各项工作中，全面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
展，全市法院人依然在路上。从今日起，本报将刊登全市
法院首届“天平杯”
征文活动部分获奖作品，敬请关注。

栉风沐雨志弥坚
——全市法院系统首届“天平杯”征文活动获奖作品之一
□ 刘胜利
光阴荏苒。1990 年，我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进入法院工作，至
李某装聋作哑，仍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人群里有人在
今已 27 年。从初到法院时的陌生、心怀敬畏到现在对它爱得愈发
说：
“别信他，院长还会跑这么远来办案？咱们不管他，继续装酒！”
深沉，一路走来，与睿智、勤奋、拼搏的同事一起工作生活，收获了
也有人附和：
“法不责众，凭他们几个外地法院的，咱们人多不怕，
成长、收获了快乐、收获了感动，也经历了许多一生都难以忘却的
该干吗干吗！”
人和事。其中，最难忘的要数我在渑池县法院担任院长期间，遇到
强龙还真是压不住地头蛇吗？我就不信了。
的一起法官异地保全受阻案。
“我最后强调一遍，如果你们今天有人敢妨碍执行公务，构成
那是 2004 年 6 月 29 日，
渑池县法院依法受理了原告河南仰韶集
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必须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我们将采取强制措
团诉被告安阳市内黄县李某货物买卖纠纷一案。根据原告申请，
法
施依法拘留！”我当即掏出工作证，亮明身份。这回他们可都怔住
院民二庭依法作出了查封诉争货物的财产保全裁定。次日，
时任民
了，站在原地不敢动了。干警们看我的目光，齐刷刷的是信任、是
二庭副庭长的李小伟和赵占东带领两名法警奔赴内黄执行裁定。
赞许。
6 月的天气，有些炎热，当干警们一路风尘仆仆找到李某时，李
我乘胜追击，开始一边对李某及其亲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某却仗着自己是当地人，家族人多，根本不把执行干警放在眼里， 进行法律宣传和思想教育，敦促他们主动履行保全裁定；一边迅速
一边假意向干警允诺“7 月 2 日还款 10 万元，剩余货款以货抵顶”， 打电话向内黄县法院求助。内黄县法院知道此事后极其重视，当
一边暗中安排人转移已被查封保全的白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即指派该院执行局局长、执行局综合科科长带领几名干警赶往现
还跟干警玩起了“调虎离山之计”。干警们发现后立即制止，但李
场配合。最后，在内黄县法院的大力协助下，院里依法转移保全财
某及其亲属却置若罔闻，态度恶劣，纠集 20 余人对干警进行围攻、 产，聚众围攻执行干警的张某和王某被依法拘留，现场得以控制。
谩骂，致使保全措施陷入僵局，干警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想想，这次行动不仅打击了被执行人抗法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干警
我清楚记得，那天正好是 7 月 1 日。晚 8 时许，由于连续加
执行案件的信心，也给现场的上百名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教
班，我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疼痛把我折磨得走路都很
育课，我心甚是安慰。
艰难。那时，我正在赶往医院治疗的路上。突然，李小伟的电话
顶着炎炎烈日，我现场指挥干警把扣押的 3700 多件白酒一一
打了过来：
“ 刘院长，我们执行时遇到对方 20 多人阻挠，情况危
装车。他们脸上汗珠成线，打湿了衣裳，但一个个都铆足了劲儿，
急，需要院里紧急支援！”电话那一端，只听见李小伟气喘吁吁，气
装车的进度也明显加快。倒是我经过这一场折腾，腰痛得直不起
氛异常紧张，被执行人一方的谩骂声和推搡声随着话筒真真切切
来，头上直冒汗。大家劝我到车上休息一会儿，但我清楚，这个时
地传了过来。
候，我是全体干警的“主心骨”，坚守“阵地”，对被执行人是一种震
千钧一发，刻不容缓！
慑，对干警也是一种鼓舞，所以绝对不能离开。担心夜长梦多，顾
我当时心急如焚，脑子里瞬间蹦出几个字：
“出发，去内黄！”并
不上吃饭，我指挥大家抓紧装货，并一路护送装满货物的 5 辆卡车
当机立断让司机调转车头回到法院，组织 10 余名法警，连夜奔赴数
一起返程，当天下午，我们顺利回到了渑池县法院。
百公里之外的内黄增援。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随后，我审理过棘手的民间借贷案件、
汽车在公路上飞速行驶，两边的行道树从视线里飞速穿越。 婚姻纠纷案，也审理过发还重审案、群体性案件、信访老案等疑难
咬着牙、忍着痛，
随着汽车的颠簸，
我的思绪却一刻也没停止过。
案，处理过难啃的“骨头案”和积压的“胡子案”。到三门峡市中院
1999 年秋，我从三门峡市中院调任渑池县法院任院长。面对
担任副院长职务以后，曾在 2015 年 8 月 6 日回归办案一线，亲自主
院里办公条件差、部分干警作风涣散、积案多的窘境，我没有退缩， 审过“老赖”
案件，但内黄的这起案件却至今历历在目，
令我难忘。
迎难而上，一方面从爱民为民角度出发，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
当干部就要敢担当，敢担当才能有大作为。那起案件给我最
务，制订出台《关于依法参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意见》，使干
大的感触就是，当干警遇到困难时，作为基层司法机关党员领导干
警明确审判工作服务的目标和方向；一方面注重从优待警，向全院
部，必须勇于担当，冲锋在前，为他们排忧解难。也许这个案子只
干警发出“向我看齐，对我监督”的誓言。院党组定下规矩：凡工作
是我们办案生涯中一个普通的案子，却维护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
人员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危险，班子成员特别是主管院长必须到
凝聚了干警的人心，鼓舞了士气，提振了战斗力和号召力，树立了
现场，陪同干警执法。我始终认为，干警是办案的中坚力量，也是
法院的良好形象。渑池县法院连续 3 年被河南省高院评为“人民
我工作生活中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异地办案受阻，遇到危险困
满意的好法院”，并记集体二等功；连续 4 年被省委、省人事厅评为
难，我怎能坐得住？那些法律意识淡薄的被执行人若真伤到执行 “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被最高人民法院记集体一等功。我本人
干警，司法权威何在？更何况如果听任李某继续转移货物，将使案
也被省高院授予“全省十大杰出法官”
“三门峡市劳动模范”荣誉称
件审结后难以执行，回款迟滞影响已举步维艰的企业生产运行，那
号，工作事迹先后在《人民日报》
《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就是雪上加霜，我仿佛看到了酒厂负责人和等待发工资的工人们
栉风沐雨志弥坚，铁肩担道路尤长。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
辛酸无奈的目光。
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7 月 2 日凌晨，我们抵达内黄，立即到执法现场一线开展工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回眸过去，我不忘初心，牢记
作。看到我出现的那一刻，
干警们脸上的委屈和疲惫一扫而光。
使命，一路风雨，一路前行，用忠诚与勤勉换来人民群众的幸福与
“我是渑池县法院院长刘胜利，请你们配合支持我们执法！”我
平安，这将是我一生坚守不变的理想和信念！
声色俱厉，对现场的李某和他的 20 多名“助手”喊话。人高马大的
（作者系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市质监局召开
2018 年度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本报讯 3 月 12 日，市质监局召
开 2018 年度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市
纪委派驻纪检组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市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索继军作了题为《抓好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 努力开创新时代质监部
门党建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对
2017 年市质监局党的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了
全面总结和回顾，剖析了当前党建
工作存在的不足，并对 2018 年党的
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提出，2018 年市质监局党
的建设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
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机关
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
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坚持稳中求
进，强化问题导向，重点发力、干在
实处，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根本
要求，探索实施机关党建标准化，深
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
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为质
监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会上，市质监局机关、各直属分
局、二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向市质监
局党组书记、局长、机关党委书记索
继军递交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市质监局机关、各直属分局、二级机
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一兵 杨丽华）

让世界充满爱
□ 梁维
2017 年 11 月，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
看，然后是重点看，再然后就是用心在阅读了。
创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单位，这是三门峡法院
阅读中，我每每会因其中的一段话、一个人或者
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国家级集体荣誉称号。
一件小事、一个情节而一次次涌动起感动的热
创建之初，我们提出的工作目标和工作理
流，直抵灵魂深处，缕缕不由自主扪卷沉思、感
念是：
“ 双创统领、质效并重、站位大局、司法为
慨万千，也往往会在动情之处热泪欲零还住，
民、公平正义”。全院干警按照这一工作目标和
令我不能自已。第一次，我是那么真切地在那
理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致、奋力
些纯朴、鲜活生动且具有生活气息的字里行间
拼搏，由不敢想到敢想、到努力、到拼搏，再到最
慢慢行走，我想我是为法院干警们的忠诚、担
终实现目标，这一过程凝聚了全院干警的心血
当、坚韧而自豪，为法院干警们的责任、奉献、
与努力、喜悦与汗水。
乐观而敬佩，为法院干警们的信仰、执着、大爱
国家级文明单位的成功创建，使三门峡法
和善良而欣慰，同时，我也不得不为法院同志
院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国家级的集体荣誉称号， 们的常年负重前行、艰辛坚守而无奈。
弥足珍贵，它使质效并重的理念在工作实践中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法院各项审判工作中的发
然。”我市两级法院的干警们是用真情实感写就
还改判率优于全省平均线，在全省法院审判质
了这一篇篇作品，写作中的思考使心灵得到了
效综合评比中位列第二名，这也是我市法院历
洗涤，精神得到了升华，使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史上第一次位列全省先进梯队，维护公平正义、 他们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作出的努力和奋
司法为民的终极追求和生命价值得到了基本实
斗、感到的尊荣和自豪且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
现，其他各项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获得
令人备受鼓舞。
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市委的表彰
是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普通而又肩负使
鼓励和充分肯定，三门峡人民法院的公信力明
命的群体，用忠诚和坚守呵护着法律的权威，用
显提升。
良知和正义计量着公平的刻度，用生命和尊严
这些成绩的取得，我认为有上级法院和党
传递人间的温度，用一代又一代法院人的传承
委的坚强领导，有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
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我们
帮助，有市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有市政协及社会
点点滴滴的汗水和热血，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
各界的关心支持，也有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盼， 朗朗的法治蓝天。
更离不开院党组一班人和全院干警的主动作
迈入新时代，司法改革行稳致远，法治中国
为、勇于担当、忠诚履职和共同努力。除此之
迈入新时代! 使违法犯罪者接受正义的审判和
外，我还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这其中，应该还有
法律的制裁，使蒙冤受害者能得到庇佑，我们肩
一种力量或精神在支撑着我们，那究竟是什么
负着使命和责任，又充满自信和力量，因为我们
呢？终于，我从三门峡法院首届“天平杯”征文
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和付出的艰辛都是在为共和
活动收集的 922 篇作品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信
国的法治建设增砖添瓦，我们默默的付出都是
仰，是忠诚、是责任、是担当、是奉献、是坚毅、是
在为社会诚信的重建、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社
智慧，也包涵了大爱与善良，还有我们中华民族
会的安全稳定和每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贡献力
赓续的文化基因和我们始终坚守而形成的集体
量。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逃避怯
人格和法官品格。
懦、没有奢望要求，甚至没有关注理解，唯有心
什么是集体人格和法官品格？
安理得，因为我们坚定着忠诚与担当、责任与奉
我们先要对文化进行定义。从古至今，文
献，这就是法院人的“集体人格”和“法官品格”
化的定义有上百种，我个人认为余秋雨先生对
的体现。
文化的定义最为贴切。他曾这样说：文化，是一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
首届“天平杯”征文活动已经结束，但是每
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文化是一种
一篇作品中记录的每一个平凡人生都值得记
时 间 的 积 累 ，但 也 有 责 任 通 过 引 导 而 移 风 易
忆，它所坦露的情感依然会抚慰我们的心田，它
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
将会融进我们的血脉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
人格”。当文化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
记使命、砥砺前行。在这个春天，法院文化的花
了民族的灵魂。在中国，自觉把文化看成是集
朵绽放着独特的芬芳，蕴涵着情感洒向人间、洒
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为
向我们所面对的一切，让世界充满爱，愿天下无
“国民性”。
“官司”。
文化是个很抽象的概念，
但我们通过在社会
在这里，
衷心感谢时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模式上建立“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建立“君
张立勇同志和市委书记刘南昌同志对三门峡法
子之道”
，
在行为模式上建立
“中庸之道”
，
使文化
院征文活动所作的批示肯定，感谢孟国栋、纪雨
有了具体的载体，
我们千百年来的文化才得以延
童、石淑芳、陈新峡、晁耀先、秦保罗六位知名作
续并发扬光大，才有了“集体人格”或“国民性”。 家对我们征文活动的指导帮助，
致敬全市两级法
而品格就是在文化的熏陶下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院干警的积极参与，
也对组织征文活动的两级法
和美德的养成，
在不断反省内心世界并与自己的
院组委会的同志们道一声
“辛苦”
。
缺点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倾向、习
让我们共勉：致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惯和风格、
人品。法官品格就是在不断自觉强化
营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院文化，会生
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宪法法
活、能工作。坚定“四个自信”，勇于制度创新、
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司法为民的
文化创新，我们依然在路上。
理念中所形成的良好的职业操守。
（梁维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我第一次看征文作品是浏览，继而是逐篇
记、院长）

拓展环境教育阵地 提升全民环境素质

我市积极创建环境教育基地
本报讯 近期，
市环保局、
市教育局、
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发文，
在全市启动第二
批环境教育基地申报和评审工作，
积极挖掘
环境教育阵地资源，拓展环境文化教育平
台，
为提升公众环境素质提供坚强保障。
近年，我市环保、教育、旅游等部门大
力拓展环境教育基地建设，依托环境监测
站、污水处理厂和国家森林、地质公园等
省、市级环境教育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环
境文化普及教育活动，将大气自动监控
室、水质监测、化验室、大型仪器分析室等
环境监测科室业务及三门峡污水处理厂
工艺流程进行了梳理归纳，形成了向社会
公众解读和展示的详细流程，并以此为基
础，向公众介绍辖区环境质量状况、环境
攻坚战进展情况，用生动鲜活的监测数
据、污水处理过程向公众展示环境治理成
果及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取得良好效
果。同时，不断拓展教育阵地，将环境教
育的课堂搬到学校教室，通过污水和净水

的对比讲授水环境保护的原理，增强师生
的水环境危机意识和保护意识；通过现场
监测企业大气环境质量，让公众了解环境
监测工作流程，消除认知隔膜；带领公众
在河流湖泊现场进行水环境监测，让公众
对身边的环境有最直观的了解，激发公众
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根据相关要求，
三门峡境内博物馆、
科
技馆、
展览馆、
文化馆、
自然保护区、
城市公
园、
湿地公园、
环境监控中心、
环境监测站、
垃圾填埋场、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及具有环
境教育功能的科研院所、企业、社区、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示范点等单位都可以申报三
门峡市级环境教育基地，申报单位需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有两名以上专职或兼职讲
解人员，环境教育工作纳入本单位发展规
划，具有适合开展环境教育实践活动的场
所，
面向公众免费开展环境教育实践活动，
有固定的对公众开放时间，每年接待社会
公众 1000 人以上等基本条件。 （常虹）

首届“天平杯”征文

市工商局举行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誓师动员会
本报讯 3 月 8 日上午，市工商局在
文博城举行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暨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全体干部职工誓师动员
会，部署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动员并号
召各单位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职责
和整治要求，积极投入到攻坚行动中，
确保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会议宣读了《三门峡市工商局深化
文明城市创建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攻
坚工作方案》和《三门峡市工商局关于
成立文明城市创建暨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各责任单位
负责人递交了三门峡市工商局文明城
市创建目标责任书，全体干部职工郑重
宣誓，要为文明三门峡增光添彩，为创
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冶钧在
会上作动员讲话。他说，创建文明城市
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客

观需要，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的明确要求，是一场没有退路的人民战
争。全体干部职工必须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和市工商局党组
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上来，从讲政治、讲
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创建工作，对
照目标任务、时间节点，迅速行动起来，
上下齐心协力、克难攻坚，形成人人参
与的创建工作格局。从突出正面引导，
树立文明风尚；规范文明行为，提升城
市形象；丰富宣传形式，营造舆论氛围；
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等方面，
坚定不移地落实好目标要求，为文明城
市创建奠定坚实基础。
市 工 商 局 班 子 成 员 ，局 机 关 各 科
室、直属行政事业各单位，离退休人员
代表，市工商局直属各分局、陕州区工
商质监局相关人员共计 160 余人参加了
动员会。
（本报记者 王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