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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薄庭庭 通讯员 刘毅刚

10月25日清晨， 万兴龙在去法院上
班的路上，透过车窗，看见刘菊（化名）拄
着拐杖，在婆家的晒谷场上练习走路。

看到这一幕， 万兴龙感到特别欣
慰———所有的奔波调解没有白费。

两个月前， 万兴龙第一次见刘菊，是
在其娘家。那时，刘菊因脑溢血卧床不起，
语言能力几乎丧失。本已不幸的她，又被
丈夫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万兴龙没敢将法院文书直接交给刘
菊，“考虑到她的病情，更怕她伤心受刺激。”

在了解到男方是迫于家人的压力才提
起离婚后， 万兴龙便奔波在刘菊和其丈夫
文青（化名）及相关家属之间，劝说、调解、
讲理、 说法，“男方有怕下半辈子被拖累的
顾虑，我理解，但在女方重病时将其送回娘
家并起诉离婚，这不人道也不合法。”

近日，辰溪县人民法院修溪法庭受理
了这起离婚纠纷， 在法官万兴龙的调解
下，该案最终以撤诉结案。“我至少给女方
争取到了更多的康复时间。”万兴龙说。

生活被一场疾病改变方向
文青与刘菊都是辰溪县人，于2002年

登记结婚。婚前，他们各自有过一段婚姻。
虽然是半路夫妻， 但婚后文青与刘

菊感情一直很好，并且生育一女，现年7
岁。平日里，夫妻两人都在深圳打工，虽
然家庭并不富裕， 但完整幸福，“对于一
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来说，很是难得。”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改变了
原本幸福的方向。

2016年，在外务工期间，刘菊突发脑
溢血，导致偏瘫，失去自理能力。

在花费大量医疗费仍不能治愈后，
文青的家人开始为他以后的生活担忧，
如果刘菊以后都卧床不起怎么办？ 原本
就不富裕的生活会不会难以为继？ 孩子
怎么办？

在母亲和姐姐的一再劝告下， 文青
将妻子送回了娘家， 并决定起诉离婚。

“据了解， 诉状是原告的姐姐送到法院
的，原告没来法院。”万兴龙说。

2016年8月24日，该案在辰溪县人民

法院立案，万兴龙是承办法官。

离婚并非原告本意
“送文书时， 我才了解到女方的情

况。”万兴龙介绍，被送回娘家后，刘菊由
同母异父的姐姐照顾。“她姐姐是个很厚
道的人。”

因为刘菊病重， 怕其再因官司受刺
激，万兴龙将文书交由其姐姐代为签收。

在了解案情后， 考虑到刘菊的身体
状况，万兴龙将解铃的钥匙瞄准了文青。

“女方的这种情况，离婚对她是很不公平
的， 要离婚也起码要等到被告康复到一
定程度再起诉。”

2016年8月底，万兴龙第一次上门到
原告家，原告在外打工，其母亲在家。“一
番讲情理、说法理后，老人坚决主张儿子
离婚的态度虽未改变，但不再那么强烈，
最后表示决定权在儿子手中。”

9月初， 万兴龙接到原告姐姐的电话，
对方语气强硬，要求其一定要判决原、被告
离婚，不等法官开口，对方便挂断电话。

“婚姻关系之中不单有法律的成分，
也有道德的责任约束。本案中，原、被告
都是值得同情的不幸者， 特别是被告。”

万兴龙告诉记者， 于是他启用简易程序，
决定通过调解，解决这起离婚纠纷。

为了挽救这个家庭，更为被告争取康复
的时间，9月中旬，万兴龙邀请原告所在村委
会的村支书一起上门做原告母亲的工作，并
希望其提供原告的电话。“从立案开始，原告
就没出现过，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开导，文母将原告
的联系方式告知了法官。

法官现场电话联系了文青， 通话中，
文青说出了实情，“我们感情很好，其实我
也没有想要离婚， 只是家庭现状和压力，
让自己力不从心。”

法官面对面调解
找到案件突破点后， 万兴龙刚柔并

施，对文青先是讲法理，后又讲亲情。
万兴龙解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二十条和第三十二条，男女
一方要求离婚的， 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离
婚诉讼。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
应准予离婚。但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需要扶养的一
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扶养
是指家庭关系中夫妻双方或同辈间在物

质上、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是因亲属关系
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扶养费是这种帮
助的具体表现。

而遗弃是要摆脱扶养、拒绝履行扶养的
义务，甩掉生活的负担和包袱。不尽扶养义
务与遗弃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均要符合以下
要件： 一方对另一方要有法律上的扶养义
务；扶养人有扶养能力；扶养人有拒绝扶养
的故意和行为。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就构成了
一方对另一方不尽扶养义务之行为。遗弃在
法律上是一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经过说服教育，文青同意撤诉，为了
能够让这对苦命的夫妻别再增多一份仇
恨， 法官要求文青一定在开庭前回来，接
受当面调解。

10月21日， 该案开庭， 文青及其母
亲，刘菊及其姐姐、姐夫均来到了法庭，家
庭会议在一片平和中结束。为了分担文青
的压力，减轻其母亲的顾虑，刘菊的姐姐
同意与文母轮流照顾刘菊直至其康复。

该案最终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看见刘菊又搬回婆家，且在婆婆的

照顾下已经康复到可以拄拐行走，我很是
欣慰，也很有成就感。我至少让刘菊有了
更好的康复条件。”万兴龙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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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突患重病，配偶不能这样起诉
妻子偏瘫丈夫欲离婚，法官调解挽救残破家庭

图/柴新竹

职工提前解约
是否要交纳违约金

问：今年初，小王应聘到某公司工作，签订了为期2年的
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若提前终止劳动合同，需向公司交纳
违约金3000元。半年后，小王欲辞职，遂提前30日向公司提
出书面终止劳动合同申请。 公司要求其先交纳3000元违约
金，否则拒办手续。请问，公司的做法合法么？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5条规定，只有在两
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一种是用人单
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
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另一种是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
约金。因此，小王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
违约金条款，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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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株洲是一座火车拖来的城市，是举
世闻名的中国电力机车之都， 不仅能够
造出占全国总产量60%的具有世界水平
的电力机车，更熔铸出‘奋勇争先、一往
无前’的‘火车头精神’。在今天的株洲，
这种精神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血
液，激励株洲上下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爬坡过坎，创新发展。”

没有寒暄 ，没有客套 ，与记者一
见面，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就以其特
有的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使人精神为
之一振。

毛腾飞在介绍株洲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时说，会议确定了“1142”总体
思路：就是大力弘扬一种精神，即“火车
头精神” ；全力实施一个总战略，即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加快建成“一谷三
区”的总任务，即株洲·中国动力谷、“一

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老工业城市
转型发展示范区、 城乡统筹发展幸福
区；努力实现“两个走在前列”的总目
标，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
全省前列、在加快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
中走在全省前列。

未来5年株洲的具体目标是：GDP
力争在2015年2335亿元的基础上增加
到4000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力
争在29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到500亿元，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为此，
株洲市将确保2017年完成整体脱贫攻
坚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完
成基本现代化的阶段性任务。

“目标振奋人心，但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在市委大楼大门上方挂上了一幅醒
目的标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作为长
株潭核心增长极， 株洲有责任体现核心
担当， 有条件走在前列， 关键就是靠实
干。”说到这里，毛腾飞目光坚毅。

毛腾飞认为，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
尽管株洲一方面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要面对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关停
并转，但经济发展“好”的因素在积累，
“进”的步伐在加快。

今年以来， 株洲市通过大力开展
“项目攻坚年”、“企业帮扶年” 活动，前
三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GDP同比增长7.7%，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长 6.9%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7%， 重点项目开工率占全年任务的
107.8%，为确保“十三五”良好开局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今年10月16日至18日，株洲市委以
项目流动“现场会”、经济形势“分析
会”、市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会”、
市人大对项目工作综合“评议会”、市
政协专项“视察会”五会合一的形式，
集中分析研判经济形势、 全力扩投
资建项目， 目的就是咬紧全年目标，

找短板，查漏洞，量差距，奋力冲刺今年
第四季度。

说到这里， 毛腾飞话锋一转：“履行
新使命，实现新目标，关键在党。我们将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大力倡
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着力打造
一支务实担当的干部队伍， 让干事创业
成为株洲大地的最强音。”

“株洲发展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相信，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
下，秉承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火车头
精神’，株洲‘两个走在前列’的目标一定
会实现， 株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毛腾飞打着有力的手势说。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市州委书记访谈

校企共建“新媒体品牌
传播合作基地”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陈薇）10月28日，湖南和光
宏视新媒体有限公司揭牌仪式暨“新媒体品牌传播合作基地”
签约授牌仪式在长沙举行。

来自省委宣传部、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的相关领导与知名专家学者， 共同见证了湖南和光宏视新媒
体有限公司揭牌。

现场，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和光宏视新媒体有限公司签
署了“新媒体品牌传播产学研合作基地”合作协议，并现场授
牌。 这标志着在校企产学研合作基础上创新构建的“有种青
年”创意社区正式启动运营。湖南和光宏视新媒体有限公司负
责人表示，将通过与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资源对接，校企合作
共建“新媒体品牌传播合作基地”，打造更多适应新媒体平台
传播的文化产品，培养出更多未来需要的新媒体人才。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陈彦妤 ）10月28日，2016第六
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三
届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在
长沙民政职院落幕。 湘妹子杨梓佳获
得第一名，并按程序申报“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本次竞赛由民政部、教育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联合主办，设置实际操作技能考核、理
论知识考试和个人职业技能展示3个
环节。全国26个省区市100名选手参加
决赛。竞赛设置个人奖和团体奖。个人
奖设特等奖3名，一等奖12名，二、三等
奖各20名等奖项，其中获得特等奖的3
名选手，将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并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2013年， 杨梓佳从广州广播电视
大学毕业后， 来到长沙市第一社会福
利院照顾孤残儿童。 她主动学习护理
知识和技能，先后两次进京深造，练就
了一身过硬的护理技能。她说：“孤残儿
童既需要我们的关爱， 也需要科学的
护理。 这次获奖更坚定了我投身福利
事业的决心。”

据悉， 目前我国的儿童福利机构
养育着10多万名儿童， 但护理人员队
伍普遍存在总量不足、流动性大、素质
参差不齐等问题。 为加快建设技能人
才多元评价体系， 民政部与相关部委
已成功举办六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培养、选拔了一批具有扎实理
论基础、高超技能水平的“技术能手”，
推动了行业队伍建设。

最美站务员 长沙赛服务

全国站务员技能竞赛
总决赛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刘海阳）比
服务、赛技能，一切都是考验站务员能否更好服务乘客。今天，
第二届全国汽车客运站务员技能竞赛总决赛在长沙湘江新区
综合交通枢纽客运站拉开帷幕，来自北京、河北、山西、辽宁、
吉林等24个省（市、区）的近百名优秀站务员参加比赛。

本次竞赛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共同
主办， 省道路运输协会、 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目的是在全国汽车客运
行业中弘扬“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汽
车客运站务员技能素质，提高汽车客运站服务能力和水平。

总决赛为期2天，包括理论知识竞赛、售票和检票两项实
际操作竞赛，为更好服务外国旅客和聋哑旅客，还安排了英语
和手语竞赛环节。

湖南“十佳人民警察”和
“十佳拥警模范”候选人出炉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王曦）昨日上午，省公安厅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湖南省第四届我最喜爱的“十
佳人民警察”和第二届“十佳拥警模范”（以下简称“双十佳”）
候选人名单。

据了解，自省公安厅今年6月启动“双十佳”推选宣传活动
以来，至今已从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层层遴选并确定了“双十佳”
候选人各20名。这些候选人中，既有19年纠正违章数万次、实
现零投诉的“微笑交警”刘辉，又有慧眼识“车”、高速路上查获
大批盗抢走私车辆的“高速神探”刘毅刚；既有不顾危险协助公
安机关解救人质、英勇负伤单眼失明的村支书周谷强，也有40
年笔耕不辍，年逾八旬的公安义务宣传员王昌棫……

为方便群众了解候选人的先进事迹，下一步，省公安厅将
在官方微信“湖南公安在线”上建立专栏，汇集候选人的事迹
以供群众评议。在此基础上，将于年底结合各地反响情况，最
终评出“双十佳”各10名。

奋力实现“两个走在前列”
———访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

湘妹子一“技”惊人
杨梓佳获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

第一名，将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0月29日晚， 我省首届中学生建制班合唱比赛展演在湖
南音乐厅举行 。本届比赛由省教育厅主办，历时半年，全省
2581所学校的24500个初高中建制班参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龙文泱 摄影报道

中学生
赛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