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梦
·
人
物

版
3
责编/杨书娟美编/张磊2017年10月12日

案子调解好
吃饭才香
区鸿雁文/图

心系群众绘蓝图
—
——记罗平县人大代表刘建辉
本报特约记者毛虹文/图
人民调解员马绍国
（中
）做当事人工作。

“案子调解好了，我吃饭的时候才觉得 自己究竟参与调解过多少桩大大小小的纠 因为一些小细节，让群众对法院的公正性产
香。只要法庭需要，老百姓需要，我就不会 纷了。自2008 年担任陪审员以来，参与审判 生怀疑，让群众失去对法律的信心。”质朴的
‘退休’。”说这话的是一位退休在家多年的 案件2000 多件，其中调解撤诉1500 多件， 话语透露出老马的心声，正因为如此，马绍
老人—
——罗平县人民法院陪审员马绍 参与送达案件1400 多件，参与执行案件400 国赢得了社会公众的赞许。
６７ 岁
国。早在2008 年5 月，善做群众工作的老同 多件。在他所参审的案件中没有错案、没有
志，就被罗平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罗平法院 上诉案件，服判息诉率为100%。
法庭为家，发挥余热
人民陪审员，至今连任。期间，马绍国多次被 在他担任陪审员的这9 年间，无论是开
罗平法院、市中院授予优秀人民陪审员称 庭审理、进村入户巡回办案、田间地头的调解 调解，是老马的强项。
号，还荣获
“云岭楷模”和曲靖好人等荣誉。 执行，都能看到马绍国忙碌的身影，法庭同事 “谢谢法官到家帮我们解决了根本问
老马如今怎么样？近日，我们走进了罗 给了他一个新的称谓—
——
“铁杆陪审员”。 题……”当老马一行妥善处理张某诉李某健
平县人民法院马街法庭。
康权纠纷案、李某诉张某排除妨碍案后，当
要法律智慧更要深入群众 事人及村干部真诚地说。
翻看一摞摞装订整齐的卷宗，马绍国陪
铁杆陪审员
马街镇支必村委会大雨本村彝族妇女 审的案子中不少是赡养纠纷、相邻纠纷，其
清晨，袅袅炊烟开始从青瓦老宅里慢慢 张某芬的丈夫不幸死于矿难，她与公婆为 中95%以上都是调解结案的。
飘出，在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中，小镇 108 万元死亡赔偿金的分割和监管问题对 “人人都会老。我现在也是老人了，比较
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一位哼着小曲的 簿公堂。法庭多次调解未果，马绍国请出当 能理解老年人。有些看起来像放个屁一样容
老人漫步在小镇橘色温暖的阳光中，却不想 地少数民族干部协助。恰好这位干部与张 易的小事，对于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来
去的是法庭。这幢两层半的楼房是马街镇法 某芬是同村人，在当地的彝族同胞中有极 说，还真是件大事。”马绍国觉得退休后为农
村老人做了一些事，是在做好事、善事，而不
庭的审判楼，作为有30 多年党龄的老共产 高的威望。
党员，马绍国退休后被罗平法院选任为法庭 马街是汉、彝、回、布依等多民族杂居的 是为了钱或一份工作。
的陪审员。
乡镇，环境条件的艰苦和民族关系、民族风 法庭调解中，老马一直面带微笑，轻言
身为人民陪审员，马绍国面对的都是一 俗的错综复杂，给办案带来不少难题，有时 细语。一次不成，隔了几天老马就揣着小本
些琐碎细小的纠纷，真可谓是
“一地鸡毛”。 候村民之间就因为一些别人看似“鸡毛蒜 子走进情绪较大一家耐心地做工作。“能为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深知，就是这样一些琐 皮”的小事就闹上法庭打官司。大部分村民 乡亲们分忧解怨，发挥余热也快乐！”马绍国
碎小案，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酿成大事件。 往往因为不了解政策、不懂法而发生矛盾纠 怀着这样的信念，走出法庭，进村入户，为群
“俗话说得好：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靠 纷，老马就利用走亲串戚的机会在饭桌上给 众解除心结、平息干戈。
马街法庭庭长朱向荣说，年岁已高的老
的父子兵。在赡养老人问题上，老大付出较 村民们讲解政策，普及法律知识。
多，老二对房屋转让款作出一些让步，钱这 “作为人民陪审员，不仅要有法律智慧， 马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感
个东西，多点少点，都在你们兄弟口袋中，双 更需要掌握民族风俗习惯和丰富的农村工 染激励着法庭年轻干警。近几年，法庭辖区
方对处理争议的姿态一定要高、态度一定要 作经验，公平公正地去做工作，这样才能赢 大量的矛盾和纠纷得到有效的疏导和化解，
端正。”这是马绍国和法官第三次进村调解 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在纠纷的调解中，陪 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中的一幕。马绍国从亲情、法理、舆论及亲人 审员说话的语气、使用的词语和动作细节都 “像马绍国这种不计报酬，以法庭为家，
感受等多个角度对两家人进行了劝解。通过 会影响群众的情绪，从而会直接影响到办案 倾自己之力参与法庭各种分内分外之事，这
“本 种精神值得每个陪审员学习，更值得每个法
近三个小时的谈心，积怨渐渐化解的两兄弟 效果。”正因为有马绍国这样深谙民风的
达成协议，房屋归老大所有，由其支付弟弟 地通”，在办案的过程中很多事情迎刃而解。 官学习。”提起马绍国的精神，罗平法院院长
老二房屋转让款26000 元。
“我不是法官，我只是在法庭工作的陪 武韶岗说。
）
在马绍国的记忆中，已经难以准确回忆 审员，但我参与了法庭案件的处理，我不能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案件当事人为化名

在木疙瘩上
“绣花”
陈明兴代玉春

发现和设计这一作品的艺术灵感和艺术眼 一个原木疙瘩雕刻成肚圆面笑的如来佛祖，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印象 光。张关保无疑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兼具的人， 在茶具上嵌入
“嘉靖通宝”，因木就势雕出
“百
中但凡能称其为
“大师”的人，必有过人之处。 多年来对木艺近乎痴迷的探索，他不光练就了 岁老龟”，在根结上巧妙雕刻葫芦，并命名
“福
今天就带你认识一位从会泽本土乡野村间走 一双能在木头疙瘩上秀花的巧手，还练就了一 满乾坤”花鸟虫鱼、成列满屋。
双从看似平常的木材中发现艺术的眼光。
出来的民间木雕牛人—
—张关保。
—
让本土木雕文化走出国门
走进会泽县城西郊一间不大的厂房内，首 张关保来自会泽县田坝乡山区农村一个 10 年来，他的根雕作品，正一步步走出会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堆粗壮的成年老木，屋内靠 普通的农民家庭，13 岁小学毕业后因家庭贫 泽，走进省城，走出国门。去年1 月，第一届云
边一则，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原木疙瘩。屋子中间 困辍学，曾经种过地、开过拖拉机、跑过汽车 南木雕协会理事会上，38 岁的张关保被推选
的一个木案上，一名中年汉子正在
“乒乒乓乓” 运输，2007 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木结 为云南省木雕协会副秘书长。在去年11 月举
（东阳
）木雕竹编工艺美术
地忙活着，一锤一锉、一刀一凿忘我的刻画着， 缘”，从此痴迷不辍，十年如一日倾心雕刻，朽 行的第十一届中国
案上一条神气活现、惟妙惟肖的鲤鱼图已清晰 木化神奇、钝刀刻人生，凭借着孜孜不倦的追 博览会上，他创作的木雕
《一品清廉
》夺得金
可见。他就是会泽县本土木雕艺人张关保，在 求和巧手匠心一步步走出了大山，攀上了木 奖、《隆
》获得银奖、《冉
》获得铜奖。去年12 月
云南省木雕设计大赛中获得
“木雕 雕艺术的高峰。
在四川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珍品
2017 年
8月
在张关保的
“晨冉木文化创作中心”展室 展上，张关保的作品
大师”称号的民间木雕第一人。说起雕刻艺术，
《凤引九洲
》荣获民族工
张关保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给我们详细介绍 里，一尊尊雕刻精美、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 艺美术最高奖
“神工
·
百花奖”金奖。
木雕精品成列满屋，就像一首首
“无声的诗”、
了木雕和根雕的本质差别，关键所在。
下一步，张关保打算将会泽的历史文化、
一幅幅
“立体的画”，给这间面积不大的展室 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等融入到他的木雕艺术
乡野间走出来的木雕牛人
一件堪称精品杰作的工艺品，除了需要 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气息。把一个盘根错节的 中，丰富木艺内涵，推动会泽本土木雕文化继
具备娴熟的手工技艺外，更重要的还需要有 老树桩雕画成历经磨难的
“西天取经”图；把 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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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华邦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注销，注册号：

刘建辉
（右
）到农户家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心系群众、敢想敢干，带领群 目，新建村民活动室2 个400 多平
众转变传统观念，调整产业结构， 方米，2016 年投资200 多万元新建
依靠科技发展经济……他就是罗 村委会办公楼；全村共建成生猪规
平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乡第十一 模养殖场6 家存栏1000 余头，罗
届人大代表的大水井乡革来村委 平黄山羊养殖10 户存栏1600 余
会总支书记—
——刘建辉。
只，蔬菜花卉大棚种植2 户共150
从当选乡人大代表到当选县 亩，烤烟种植大户3 户共250 亩，
人大代表这些年间，刘建辉怀着一 形成具有革来特色的产业发展格
种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尽力为 局，产业带动辐射全村委会，实现
集体、一心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 产值达600 余万元，增加就业岗位
带强了一个班子，带富了一方群众， 100 余个；加大生态治理力度提升
为村委会的发展绘就了一张蓝图。 改善人居环境，以完善村规民约为
突破点，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制度，
建班子，带领群众一起致富 宣传发动群众保护环境特别是以
作为一名村医，有稳定的收入 革来河小流域和小五寨公益林保
来源，加之是革来村委会的烤烟种 护为抓手，以实施危房改造与基础
植大户，刘建辉生活是越过越红 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切实改善和提
火。但他富裕起来的同时，也看到 升人居环境。近年来共实施完成公
全村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严重 益林保护18000 余亩，草原生态平
滞后的问题，于是2010 年3 月他 衡保护16509 亩，危房改造210
主动带领大家发展产业、新建基础 户，沼气池建设260 口，建成垃圾
设施……为革来村委会谋划出一 池3 个，小水窖420 口。
张发展蓝图。“我是一名党员、一名
人大代表，就要时时刻刻想着群 强管理，建设美丽新农村
众、想着村委会的发展。”刘建辉诚 刘建辉带领全村群众，制定和
恳地说道。多年来刘建辉带领村三 遵守村规民约，对全村的卫生坏境
委班子齐心协力，用自己的辛劳与 进行了全面整治，改善了脏乱差的
汗水带领全村人昂首阔步向前进。 生活环境。带头开展违法建筑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激励 理，拆除自家小院和围墙，以自己
带动下，“求真务实、创新发展”已在 的实际行动号召村民响应村中公
革来村三委班子中蔚然成风，乡人 益建设，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他
大活动小组和党支部更成为一个团 经常到群众家中谈心，把群众的心
结、高效、活泼、紧张的集体，真正成 声当作自己的工作方向。帮群众排
为了群众们增收致富的
“领头雁”。 忧解难，并且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
当中去。如今的革来村委会，学校、
抓建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基 卫生室、活动场所一应俱全，群众在
物质上富裕了，精神上更富裕了。
础设施
近年来，刘建辉带领群众，以 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朴实耿直
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点、 的禀性。他一心为公无私利，言辞
以产业发展为增收点、以生态建设 不多干劲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抓手，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目前 在他的领导下村里无综治案件，社
革来村委会已硬化道路21 公里， 会事业进步很大。人民安居乐业。
修建沟渠3 条15 公里，安装路灯 但他表示：“ 自己做的工作还很不
，4 个自然村已铺设了18 够，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
110 盏
千米长的自来水管道，实施完成色 距，我将诚心诚意为民办实事，解
克甲易地搬迁项目和小坡脚、革 难事，做好事，以实际行动带领村
来、上革里沙三个重点村建设项 的群众奔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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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爱伊阁婚庆服务有限公司决定注销， 注册号：

根据国务院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经审核，曲靖市民营企业诚信联
合会已完成
《章程
》规定的宗旨、任务、自愿申请注销登记，现予以公示。
530300100002991。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向 530326000020965。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向
社会组织名称：曲靖市民营企业诚信联合会
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法定代表人：张雄飞
联
系
人
：
伍
卫
华
联系人：邓云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30300091344887W
联系电话：13629625999
联系电话：13378748285
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联系，电话：
0874-6038070。公示期满如无异议登记管理机关将依法准予注销登记。
云南省华邦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会泽爱伊阁婚庆服务有限公司
曲靖市民政局
2017年10月12日
2017年10月12日
2017年10月12日

登
报
作
废
余忠岚遗失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证书，编号：2011A030290。
会泽俊杰名称超市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30326MA6KQ25R6X。
云南省华邦恒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530300100002991号营业
执照正本。
云南省华邦恒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530300100002991号营业
执照副本。

登
报
作
废

登
报
作
废

曲靖市麒麟区新永都服务部遗
失530302600534948号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
李 德 强 遗 失
SD5303281010014419号失地少地农
民登记证，编号：zy02590。
罗萧、蔡年春遗失宣威市妇幼保
健院开具的其子罗泽唯Q530341291
号出生医学证明。
曲靖市麒麟区丽梅美容服务部
遗失云地税字53222419781006417X
号税务登记证正本。

罗平县宏发超市遗失03660713
号云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发票代码：153001414142。
曲靖市麒麟蔬菜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进出口分公司遗失
530302000003677号营业执照正本。
富源县中安镇鲁岳设备维修中
心遗失530325600062516号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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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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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房地产开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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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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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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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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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区B15幢
8单元302号房的QJ2011122917120
号
商
品
房
购
销
合
同
。
曲靖金麟饭店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27535751080。
曲靖金麟饭店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27535751080。
马龙县素香园遗失
530321600027042号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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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松于遗失5303280012001341
号就业失业登记证。
曲靖市鼎新工矿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J7360002628701号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曲靖市分行营业
部。
李祖星遗失昆明市殡仪馆龙宝
山华夏墓园东二区26排3号墓证。
赏见东遗失5301211342号道路
运输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