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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庭审

———长沙市雨花区法院
涉少案件审判工作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欧嘉剑 李丹

一张爱心形被告桌，深绿色的旁听座椅，国徽
高悬在暖黄色的审判台后。 这是记者近日在长沙市
雨花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看到的陈设，异于一般的
审判庭。

“温情的设计，最大限度减轻未成年被告人恐
惧和抵触的心理，让被告人在相对宽松的法庭环境
下接受审判和教育。 ”雨花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
合审判庭庭长刘晗啸告知， 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
决定了少年审判不能仅坐堂问案，必须将审判工作
从法庭延伸到庭前庭后。

2013年，雨花区法院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
判庭，对涉少案件实行专业陪审，构建全方位妇女
儿童维权体系。 2016年，该庭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
维权岗”，去年被省政法委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兄弟纷争对簿公堂
1998年12月，刘某与艾某结婚，育有一子刘甲。

婚后，双方进行多项投资，购买多处商品房。 2009
年，艾某病逝。 2011年，刘某与杨某重组家庭，育有
一子刘乙。

2012年，刘某病逝。 因遗产纠纷，兄弟对簿公
堂。

承办法官苏辉查阅案件后发现，本案遗产种类
多、数量大，且涉及两次遗产分配事宜。 如果贸然裁
判，案件虽能按时审结，但不能真正调和双方矛盾，
会影响兄弟间的亲情。

“刘甲作为父母双亡的孤儿，刘乙作为失去父
亲的幼儿，都需要健康成长的环境。 ”苏辉打出“亲
情牌”， 背靠背给双方做调解工作， 寻找案情突破
口。

苏辉了解到，刘某的父母带着刘甲、刘乙共同
居住。 双方因物业管理费等日常生活开支产生矛
盾，为缓和双方紧张关系，法官积极与刘某生前工
作单位领导沟通，提取刘某的年终奖，给这个家庭
缴纳所欠管理费和日常开支。 这一举措，缓解了双
方的生活困难，缓和了家庭矛盾，加速了案件的成
功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完成财产交接手续。

刘晗啸认为，少年审判不能仅坐堂问案，必须
将审判工作从法庭延伸到庭前庭后，充分保障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据悉，雨花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负责
审理以未成年人为被告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以未
成年人为当事人的民事、行政案件和与抚养权、探望
权相关的民事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

涉少案件专业陪审
结合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特点，雨花区法院

在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实行专业陪审员模式，从该
院260余名人民陪审员中精选20名从事社区、 妇女
儿童、教育、心理咨询等工作的陪审员，作为少年庭
固定的陪审员，增强少年审判工作的针对性。 每一
起案件，人民陪审员都是从“庭前调查”“庭审教育”

“缓刑帮教”“回访考察”进行全程参与。
现年68岁的庞昌阳是少年庭固定的人民陪审

员，退休前是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有耐心和干劲，擅
长做思想工作。

有一次，陪审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庞昌阳触
动很大，“父母离异，16岁的儿子跟随母亲， 早早辍
学，沉迷网游。 抢劫几毛钱，把人打伤。 ”

开完庭后，庞昌阳和孩子聊了许久，“未成年人
可塑性大、易冲动、辨别是非能力差，法官要寓教于
审，特别注重在审判工作中融入教育、感化的内容。
希望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都能重拾阳光。 未成年被
告人立足于挽救，在法律范围内，尽量从轻判处。 ”

2017年，庞昌阳共陪审200余件案子，其中，涉
少案件占了近两成。

长沙市怡欣心理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立京指出，
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 在青春叛逆期很容易冲动，
犯下错误。 要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要从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两方面抓起。 学校除了要强化未成年人的
自我防范意识以外，还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对未成
年人开展法制教育。

寓教于审惩教结合
在最大限度发挥司法作用的同时，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还与人民陪审员孟繁英共建青少年
保护组织———“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构建
一个立足审判、延伸职能，法院主导、社会参与的全
方位妇女儿童维权体系。

“少年法庭通过‘少年法庭之友’和‘青护园’等
特色平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建立联系，将少年法庭的
非审判事务进行有效分流，创新审判管理方式。 ”湖
南省高院少年法庭指导办主任钟玺波说，“寓教于
审、惩教结合原则是我国少年刑事审判所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也是少年司法制度与成年人司法制度重
要区别之一。 ”

雨花区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宋月清认为，法
庭教育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环节。 审判员、陪审员在法庭教育中做到绝不讲
空话、套话，而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找准感化
点，根据个案、个人的不同情况，“量身定做”帮教
词。 陪审员侧重从情感角度感化未成年被告人，与
职业法官的司法技术相融合，注重“寓教于审”，真
正触动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灵。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江帆

1月8日，记者来到平江县三墩乡，感受
省国资委扶贫队通过“一拖二”帮扶模式，
使三墩乡车田村和公平村脱贫致富的“山
乡巨变”。

2015年4月， 省国资委扶贫队进驻平
江县三墩乡车田村进行为期3年的驻点帮
扶，2016年12月经省扶贫考核组检查验
收， 贫困户脱贫退出和车田村脱贫出列比
原计划提前达标。

2017年，省国资委实施“一拖二”帮扶模
式，在继续做好车田村扶贫收尾工作的同时，
又开始对三墩乡公平村的驻点帮扶。

“2015年刚驻村时，了解到车田村耕地
较少，村民收入低，发展什么产业带动全村一
起脱贫成为首要问题。”省国资委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刘学福介绍，经过市场考察，最终决
定和长沙县的一家公司合作种植瓜蒌，2015
年首期投入100万元，种了100亩，到2016年
12月，瓜蒌销售收入20余万元，贫困户每人分
红利650元，村集体收入4.5万元。随着“农户+
合作社+公司” 的产业扶贫模式不断深入，
2017年又在车田村增加150亩瓜蒌种植。

工作队还帮助车田村实施油茶低改
3000亩，大幅提高茶农收入；在村内建设
60kw光伏发电项目，2016年12月已并网发
电，2017年预计创收5万余元。 省国资委扶
贫工作队这种“组合拳”式的产业扶贫模式
使车田村提前脱贫出列。

如今， 他们把这种可复制的经验融入
到对公平村的帮扶中。 为确保对公平村两
年驻村帮扶工作取得成效， 扶贫工作队和
村支两委按照“整体推进、综合开发、两年

规划、分年落实”的原则，结合公平村实际
发展需要和贫困户发展诉求，制定了《公平
村两年帮扶规划》。

目前，以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抓手，已经
完成1200头规模的生猪养殖项目中期建
设任务， 完成了60kw光伏发电建设项目，
安全饮水工程全面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启动；以项目带动、技能培训、精准施策
为重点，种养奖补政策稳步实施，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能力明显增强。

记者在公平村的生猪养殖场现场看
到，项目建设已进入尾声，将在春节前全面
完工。刘学福介绍，新建的生猪养殖场是按
生态化养猪场目标打造， 采取粪便干湿分
离系统，达到零废水排放。未来将以生态化
养猪场为核心，在周边建设家禽养殖场等，
打造成一条生态化养殖的产业链。

“养猪场大规模投产后既能为贫困户
和村集体经济带来产业分红， 还将解决部
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刘学福表示，争取在
2018年帮助公平村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天教 任彬彬

10年前， 湖南农大教授王仁才从长
沙出发，踏上了凤凰县的土地。他不是去
看风景，而是去造风景。

风景，是一棵棵果树，从一个他歇脚
的叫廖家桥镇的地方向周边扩展， 最终
变成一条“南长城旅游观光水果带”。

风景的最美部分， 则是一种其貌不
扬但又很受人们喜爱的植物———猕猴
桃，在他的陪伴下，从几十上百亩慢慢发
展到了上万亩。

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记者在
王仁才教授的办公室里聊起他和湘西猕
猴桃的10年情缘，他拿出手机翻看说：现
在轻松多了， 猕猴桃产业有好多微信群
呢，大家有问题就在群里问。

其实，轻松来得并不容易。
王仁才是作为省派科技特派员和

“三区人才”去的凤凰县。 刚去时，当地的
主栽品种“米良1号”由于管理粗放，产量
较低、品质不佳，卖不起价。 又赶上当地
政府鼓励发展椪柑产业， 很多农民把种
了10多年的猕猴桃树砍掉改种。

“凤凰县是我省最早发展猕猴桃产
业县之一。 我调研两三个月后发现，当
地的生态条件更适合种猕猴桃。 ”王仁
才说，对“米良1号”实施提质增效改造
就成了第一步，要让农民种猕猴桃不吃
亏。

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 很快带来了
令人欣喜的变化。 低改果园第一年平均
亩产就达2000公斤， 增产50％以上；果
品糖度由11％提高到15％以上； 商品果
率增加55%， 售价由每公斤1.5元提高至
3.0元，亩产值增至6000元，经济效益增
加40%以上。

紧接着，王仁才迈出了更大的一步，
与凤凰县科技局密切协作， 引进推广特
色品种红阳猕猴桃。

这种引自四川苍溪县的猕猴桃，果
心是红色的， 果肉风味品质好， 市场走
俏，但种植管理技术要求高，老百姓嫌麻
烦不愿种。

王仁才就从愿意带头的村支书及个
别老百姓那里开始试起，四五亩种好了，
再扩大。在廖家桥镇，从鸭堡洞村到菖蒲
塘村，猕猴桃越种越多，红心、绿心两个
品种加起来发展到了几千亩。 到2010年

时，红阳猕猴桃的售价已达到“米良1号”
的5倍，1公斤可卖30元以上， 果农种1亩
收入可达2万余元。

猕猴桃的身价高涨， 王仁才也受到
了“波及”。

“我送礼给亲友，喜欢买当地一个合
作社的红阳猕猴桃。以前便宜多了，现在
每公斤给我最优惠价也要20元以上，说
明老百姓种猕猴桃有钱赚了。 ”王仁才说
起来嘿嘿笑，透出十分自豪感。

聊起一件难忘的事，和雨有关。 在猕
猴桃的关键生长时节， 王仁才都会前往
凤凰现场培训农民。 从施肥、授粉、疏花
疏果，到夏季修剪、病虫防治、高温干旱
的防护等栽培技术，全流程覆盖。那天下
着大雨，本想取消田间现场示范讲课，但
乡亲们说还要继续听。于是，他撑着一把
伞在雨中讲，大伙儿则撑起伞认真听，等
讲完课，他与大伙都湿透了。

下一步， 王仁才想攻克猕猴桃溃疡
病。“这种病传染性强，易给红心猕猴桃
造成毁灭性危害， 而目前尚没有根治办
法。 因此，必须坚持防控结合，以控制对
猕猴桃的危害。 ”他说，正在带领团队攻
关，期待早日送上好消息。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云霞 王实

“周书记，又送红米来了?”1月9日，岳
阳市国税局扶贫干部、 湘阴县新泉镇王家
寨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周理龙， 从村里带来
了红米， 认购红米的国税干部夸道，“这红
米黏度好、味道香。 ”

陪同运米的村民尹双喜站在办公楼
前，眼含热泪：“亚哥，扶贫攻坚战，我们赢
了！您当初引进的红米丰收啦！您可以安息
了！ ”

亚哥是王亚初。 尹双喜忘不了2017年
8月16日，亚哥走了，离开了他时时牵挂的
王家寨村困难群众。 王家寨村村民永远记
得：村里老人去世、青年结婚，亚哥总是自
掏腰包参加； 亚哥每周都要到低智患者李
明家帮助收拾房间，清除垃圾、杂草；村里

遭洪灾时，亚哥指挥全村抗洪抢险，还帮腿
脚不便的村民汤光奇抢运稻谷。

“来扶贫就要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
2015年初，岳阳市国税局联点该村，派王亚
初驻村扶贫。王家寨村有村民3252人，其中
贫困户61户。尹双喜至今记得，为破解土地
低产难题， 王亚初6次前往省农科院求助，
省农科院免费提供了湘早籼43号优质红米
品种及配套肥料。 1008亩的稻田，种上了
充满希望的红米。

要脱贫，须强基础。王亚初了解到王家
寨村1.1公里长的渠道年久失修，即着手攻
坚。尹双喜告诉记者：“修渠时，亚哥咳嗽厉
害，我常催他去看病，他总说不急。 2016年
10月，一确诊就是肺癌晚期。”住院后，王亚
初还多次打电话指导村里扶贫， 总想重回
王家寨村。 2016年11月，渠道修好了，看着

尹双喜所发图片， 病床上的王亚初开心得
像个孩子，连说：“这就好，这就好！ ”。

前仆后继，薪火相传。 2017年3月，岳阳
市国税局派周理龙接过王亚初的接力棒。 周
理龙入村后， 每周到贫困户家轮流走一遍，
谁家缺什么就送什么，差什么就帮什么。

“要让扶贫从‘输血’变成‘造血’!”这
是岳阳市国税局局长李石道对王亚初的嘱
咐， 也是周理龙写在扶贫日志扉页上的语
句。 了解到王亚初的遗愿是帮村里硬化公
路，周理龙便找省、市多方筹钱，修路；汛期
来临， 他筹资购买11台抽水设备， 进行排
渍；冬季到来，他带村民维修机电设备、疏
通沟渠。 村民尹双喜说：“周书记为我们做
的都是利在千秋的好事，他筹资39万元，帮
我们购买光伏发电机组，10户贫困户有收
入来源了。他还带我们搞稻虾养殖，大家都
尝到了甜头。 ”

最近， 王家寨村通过了湖南省考核验
收组的脱贫验收。“这是我最欣慰的事儿。”
周理龙说，“扶贫就要扶志，要尊重贫困户，
把贫困户当亲人，爱他们！ ”

腊肉飘香
港粤地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刘姐，请您再为我
送10公斤腊肉过来。 您家的腊肉很
受客人喜欢 ， 前几天的已经用完
了。 ”1月9日上午7时不到，在宁远县
城经营酒店的老板杨先生拨通了湾
井镇大屋地村农民刘文格的电话。

近年来， 宁远县实施“景区带
村”战略，加大旅游扶贫力度。 大屋
地村地处九嶷山风景区， 一直有腌
腊肉的习俗。 该村瞄准市场商机，几
乎家家户户都腌有腊肉， 成立瑶山
腊肉加工合作社， 办起了两个腊肉
烘烤场，成为村民致富的一条途径。
春节临近， 来村里购买腊肉的游客
不少。 为保证腊肉腌制品质，村民用
熟饲料喂养，并建立养殖跟踪档案。
冬至过后， 村民们运用传统制作手
艺加工腊年货， 制作灌香肠、 熏腊
肉、酿豆腐、鸡、鸭、鱼等腊年货50多
吨。 他们的腊肉不仅受到本地顾客
欢迎，还销往香港、广东等地，村民
家的腊肉都是一售而空， 农民增收
达60余万元。

“不能为了钱就昧了良心，损害
消费者的健康。 要将诚信、安全‘腌
制’进产品，这样我们腊肉的香味就
能飘得更远 ， 村民的口袋就能更
鼓。 ”刘文格对记者说。

油茶致富
竹桥村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隆冬时节，在绥宁
县寨市苗族侗族乡竹桥村，60来岁
的龙章炎和老伴在自家油茶林里，
忙着剪枝除草施肥。“不要小看了这
些油茶树，它们是我家的摇钱树。 去
年， 我家 3亩油茶树纯收入达 1万
元。 ”龙章炎说。

竹桥村是省级贫困村， 由原竹
桥、 利试、 马团3村合并而成， 共
有村民516户1868人， 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118户 408人。 2015年 3
月， 邵阳市委讲师团扶贫工作队驻
村开展帮扶工作。 工作队经摸底发
现， 该村有一片种植于上世纪60年
代的油茶林， 总面积1320余亩， 但
当时几近荒芜。

“这片油茶林是一座‘金矿’。 ”
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合计， 认为
对这片油茶林进行改造， 是帮助群
众脱贫致富的好路子。2015年10月，
由工作队免费提供技术、化肥，连续
两年对油茶林进行低改， 让老树发
出“新芽”。 2017年，村里油茶大丰
收，共产茶油8000多公斤，全村有18
户65人靠茶油脱了贫。

“茶籽榨油后，茶渣是制作有机
肥的好原料。 ” 扶贫工作队队长杨
平介绍，村里已成立荷韵种养、神州
苗木两个专业合作社， 全村所有贫
困户都加入了合作社。 除油茶外，村
里还发展种植太空莲260亩、中药材
100亩、红豆杉等珍稀苗木150余亩，
村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链接

2014年以来，湖南省科技厅围绕
贫困地区科技需求，面向全省48个贫
困县组织实施了 “三区”（边远贫困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科
技人员专项计划，投入科技经费6000
多万元，选派了3000多名“三区”科技
人才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取得了显著
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以来 ，累
计引进新品种2100多项，推广新技术
1800多个，举办培训场次3000多期，
培训农民22万多人次，培养基层技术
骨干1.1万人，帮助受援对象增收4亿
多元。京东湖南扶贫馆、苏宁湖南扶贫
馆成功上线运营，12名科技扶贫人员
的事迹入选全国科技扶贫典型案例。

精准扶贫 在三湘

一套“组合拳”帮富两村
———湖南省国资委创新帮扶模式

一颗“红米种”映照初心
———岳阳市国税局驻王家寨村扶贫小记

陪着湘西猕猴桃“长大”

经济·政治

� � � � 1月9日，天气晴好，黔张常（重庆至张家界至常德）铁路龙山县红岩溪镇西湖冲特大桥的建设者在
架设T梁。 西湖冲特大桥全长526.26米，9个桥墩、2个桥台，是黔张常铁路的控制性工程。 5号墩高81
米，为黔张常铁路湖南段的最高墩。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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