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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结果】9月20日，益阳市赫
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原告夏
某某与被告胡某离婚； 小孩由胡某
抚养； 另由胡某赔偿夏某某经济损
失88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 这
是我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判决的首批
离婚案之一。

【案情回放】益阳市赫山区龙光
桥镇的夏某某与本区新市渡镇的胡
某，于2009年结婚，去年胡某生育一
男孩。 因夫妻感情不和，夏某某怀疑
胡某有婚外情。 今年5月，夏某某对
自己与小孩有无亲生血缘关系进行
司法鉴定， 结果证明小孩非夏某某
亲生。

7月13日， 夏某某诉至法庭，以

胡某有婚外情为由，要求离婚，并要
胡某抚养小孩、承担抚养费、赔偿经
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 胡某对夏某
某的诉请提出异议， 但拒绝重新做
亲子鉴定，也未提交相反的证据。

【争议焦点】离婚时拒做亲子鉴
定是否要承担不利后果。

【法官说法】承办本案的赫山区
法院法官罗妮说， 按照婚姻法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本案实际应准
予原、被告离婚。

今年8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二
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 并已提供必
要证据予以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
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人民法
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
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

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鉴定结论证明被告所生儿
子与原告不存在亲子血缘关系 ，而
被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且拒绝
重新做亲子鉴定， 故原告的主张成
立，被告须承担不利后果。 被告不仅
要承担抚养小孩义务， 还须返还原
告先前支付的小孩抚养费， 并予以
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 “损害赔偿 ”，包括
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涉
及精神损害赔偿的， 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有关
规定。 本案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生
育与原告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给
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应予
精神损害赔偿。

【温馨提示 】时下 ，亲子鉴定成
为越来越多的人离婚时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无疑为
在婚姻关系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
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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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成为离婚维权“利器”
拒绝做亲子鉴定一方须承担不利后果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

天 ，2011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
试湖南辖区考试开考。 来自全省11个
市州的112名考生参加了今年的考试。

据悉，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
今后从事盲人医疗按摩的人员均须获
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 而通过残联组
织的资格证考试， 是获取资格证的重
要途径。 今年是实施全国盲人医疗按

摩人员考试工作的第二年。 为帮扶考
生顺利参考， 我省残联给予考生三项
免惠政策，即免报考费、免培训费和免
全套资料费， 切实减轻盲人考生经济
负担。

据介绍， 考试分为综合笔试和实
践技能考试两个单元， 两个单元考试
均合格者发给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
试合格证书》。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李茁 通讯员
朱红梅）随着“十一”黄金周临近，铁路
客流急剧上升，车票供需矛盾突出，为
维护广大旅客的合法利益， 确保治安
平稳有序，长铁警方决定，从今天到10
月10日，该处在辖区内全面开展“秋风
行动”，集中打击倒卖车票、制贩假票
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确保“秋风行动”取得实效 ，长
沙铁路公安处抽调治安、网络监察、刑
侦等专门部门200余名警力，组成专业
打炒、代售点巡查、客票调查、网络监
控和电话后台监控等小分队， 采取异
地用警、交叉打击等方式，对辖区内存
在的倒卖车票、 制贩假票等违法犯罪
活动，实施全方位打击整治。

警方将重点针对长沙、 长沙南、株
洲、株洲西、岳阳、娄底等客流集中的火

车站，及进京、沪、穗等地的热门车次和
重点方向列车，对旅客车票票源进行摸
底调查，一旦发现高价票线索，及时组
织专业打炒队一查到底。 同时，对电话
订票后台数据进行监控，对反复拨打订
票电话号码的同一电话或使用虚假身
份证订票、自编身份证号码大量订票的
电话，及时发现并查处。 网警将24小时
加强网络巡查， 一旦发现网络倒票信
息，马上巡线追击实施精确打击。

从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部门火车
票退票费标准下调。 新规定要求，开车
前退票费由原来按每张车票面额的
20%计收下调为按5%计收。 退票费最低
按2元计收。为防止票贩子收集旅客退票
高价倒卖， 长铁警方加强了对退票窗口
的盯控和巡查， 一旦发现回收旅客退票
的可疑人员，立即严格盘查、依法处理。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开考
今后从事盲人医疗按摩须获资格证

长铁出动200多名警力

“秋风行动”严打票贩子

陈英明 皮玬 陈龙

近日， 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路街
道化龙池社区的李淑元娭毑家里一
直用得好好的电视机突然没了图
像。 不过，李娭毑并不着急，她按“党
员服务卡”上的号码，拨通了社区党
员莫春芳的电话。 半小时后，维修人
员上门帮娭毑调修好了电视机。 莫
春芳和李娭毑是一对 “对子 ”，李娭
毑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要找 “莫党
员”商量解决。 “莫党员”每周也总要
主动上几次李娭毑的门， 问一问有
什么要帮忙的。

像 “莫党员 ”一样 ，化龙池社区
共有20多名党员与孤寡老人结成了
“对子”，开展帮扶活动。 这是该社区
开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后出现
的新气象。 化龙池社区党总支将服
务群众贯穿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

全过程，使学习与实践相统一，被省
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
授予全省“示范点”光荣称号。

由“要我学”到“我要学”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干部带头

是关键。 社区两委人员坚持每天自
学半小时，每月进行一次集中学习，
每月开展一次党员活动， 每季度为
社区党员讲一次党课， 每年撰写一
篇学习体会文章。 学习理解新理论、
新观点，使大家从内心感到，学习是
进步的动力， 使主动学习变成了一
种常态。 在今年开展的 “靠服务升
华 、促社区和谐 ”的专题学习中 ，他
们在社区广泛开展了听民情、 解民
忧、帮民难活动，先后解决居民群众
生活难题100余件。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党员参与
是基础。 社区党总支依托社区“老街

巷自修学堂” 定期开展 “党员学习
日”活动；开展“党员义工活动日”活
动； 依托 “社区读书屋”， 开展社
区 “读好书受教育 ”学习活动 ；依托
“白果艺术团”，编写《争先创廉当先
锋》, 在社区居民群众中传唱； 依托
“市民论坛”， 组织社区党员开展多
种形式的活动 ，促进了社区 、庭院 、
楼道和家庭学习共同体的创建。

学以致用求实效
通过开展学习活动， 促进了党

员干部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
变，使各项工作具有了超前性、创新
性和实效性。

首先， 群众幸福指数有了新提
升。 化龙池和白果园两条街巷通过改
造后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历史街的风
貌。 街道、社区通过外出学习其他城
市历史街巷的先进管理经验，回来后

将化龙池定位于清吧街，白果园定位
于茶文化历史商业街。 化龙池一条街
因房屋出租就减少了19户低保户。 目
前， 化龙池共有清吧业主80余人，安
排就业人员340余人。 组建以熟悉电
工知识党员为技术骨干的“党员义工
服务队”， 解决了社区存在的 “黑庭
院”、“黑楼道”、“黑门口”的“三黑”问
题， 社区公共照明设施修复率达到
100%，还免费为部分居民维修家用电
器。同时 ，整改临街商家30余户，铺种
草皮200余平方米， 改变了部分街巷
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状况。

其次， 和谐社区建设有了新发
展。 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多的问题，社
区积极开展学习调研活动， 有针对
性地确定援助对象20余户， 通过设
立“就业信息板”、开通“党员服务热
线”等途径，帮助困难群体实现就业
200余人次。

创建学习型
党组织 新视界 千年古巷党旗飘

9月24日0时
36分， 在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血液
科病房内， 湖南
白血病患者黄欣
正由医务人员将
韩国1名 “80后”
爱心人士捐献的
214毫升造血干
细 胞 输 入 到 体
内。 这场横跨中
韩两国的国际爱
心传递， 让湖南
这位患者成为中
国接受韩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移植
的第一人。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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