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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聚焦

□本报记者 白丹

“横在我们两家两代人中
间的大疙瘩今天终于解开了，
你们是真为民办实事啊，我们
要给你们大大的赞！”兴安盟科
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蒙古族牧
民陈某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用蒙古语真诚地向检察干警们
表达着谢意。

广袤的草原上、炎炎的烈
日下，重归于好的两家人，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这一切还得从
兴安盟检察分院到草原牧民家
门口进行的那场解决了困扰当
地政府及当事人长达 22 年的
草牧场纠纷听证会说起。

陈某的父亲老陈与额某的
父亲老拉本是和睦相处的两家
人 ，1998 年 二 轮 土 地 承 包 时
期，当地嘎查委员会重新调整
草牧场承包关系，老陈与老拉
因到底谁才能拥有土地承包权
多有争议。双方在你争我抢、
你言我语中渐生嫌隙，愈演愈
烈直至对簿公堂，开始了长年
诉讼拉锯战。2002 年兴安盟、
科右前旗两级法院审理此纠
纷，老拉胜诉。法院判决老陈
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草牧场承
包合同无效，整片草场均由老
拉承包经营，由此老陈一家失
去了作为牧民最重要的生活来
源——草场。

从那以后，老陈就开始不
断向法院反复申诉，直至到他
离世，这起纠纷也没能解决。
看着父亲余生都在为这起纠纷
奔走、忧愁，陈某决定继续父亲
的遗愿——“为这件事讨个满
意的说法！”2015 年，兴安盟中
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撤销原审判决，判决老陈和老
拉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草牧场
承包合同均有效，陈某对原审
老拉的部分草场具有承包权。

时隔多年，老拉、老陈都已
去世，额某也因不服再审判决
选择继续申诉。“这 22 年来，陈
某一家实际还在原地放牧生
活，两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
闹，甚至因为拉网围栏的事儿
数次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派出
所多次出警进行处理，但苦于
依靠我们一己之力无法从根上
解 决 问 题 ，事 情 还 是 没 有 进
展。”科右前旗满族屯边境派出
所民警敖力格尔感慨地说。

6 月 5 日，兴安盟检察分院
的检察官们驱车三个多小时再
次深入科尔沁草原深处，不同
的是，这次他们没有着检察服
装，也没有再提出让大家到检
察院去进行公开听证，而是把
听证现场定在了引起纠纷的草
原上。兴安盟检察分院还邀请
到科右前旗林业和草原局、乡
司法所、边境派出所工作人员
及嘎查委员会负责人等 11 人
一同参加此次现场听证。

看到检察官们将听证会搬
到了自家门口，陈某和额某的
家人都纳闷地念叨着“这么多
年，还头一次见到有人把工作
做到我家门口的”。听证会中，
双方因积怨较深几度情绪失
控，听证数次被迫中断。两家
人看到检察官们及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在烈日下 7 多个小时毫
无怨言，还耐心地为他们释法
说理有所触动，最终两家人就
草场边界问题达成了共识，在
相关部门共同见证下签订了和
解协议，工作人员为双方当事
人现场打桩定界。申请人额某
当场撤回了监督申请，两家时
隔 22 年再次握手言和，一场持
续 22 多年的矛盾纠纷得到彻
底解决。

“一纸决定作之容易，但如
果不能实质解决矛盾纠纷，办
案效果会打折扣。我们在办案
中努力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只
要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增
进人民福祉，我们的付出就是
有意义的。”看到陈某和额某最
终放下积怨、握手言和，承办检
察官包永帅欣慰地说。

阳光下的
草地听证会□本报记者 宋爽

“谢谢您，罗法官。”史某和张某紧紧握
住赤峰市翁牛特旗法院广德公法庭庭长罗
俊峰的手，连声道谢。这暖人的一幕发生
在翁牛特旗亿合公镇田家窝铺村村口。

今 年 初 ，史 某 将 与 其 场 院 相 邻 的 一
块空闲地开垦出来，打算种植蔬菜。而
张某认为此空闲地在他家门前，理应由
他耕种，因此对史某的耕种行为进行了
阻止。史某认为该空地几年前他就一直
耕种，张某无权阻止，为此诉至法院，要
求排除妨碍。

鉴于原被告双方年龄较大，双方住所
距离法庭较远，罗俊峰在查明事实之后，利
用到“法官便民工作室”工作的时间，深入
到田间地头进行调解，并说明该空闲地属
于村集体所有，任何一方想要耕种该地块，
都需要同村里协商或者通过签订承包合
同，方可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否则，双方
均无权耕种。通过明法释理，悉心劝解，两
位老人握手言和。

以前牧民打官司，需要乘车到几十公
里外的法庭去起诉，每天一趟班车，起诉完
后不能当天回来，一趟吃住费用就得几百
元。后续还涉及出庭、申请执行等环节，一
个案子下来，就得花费上千元。“现在翁牛
特旗法院把巡回审判法庭和‘法官便民工
作室’设在了牧民家门口，法官们每月都主
动上门解决矛盾纠纷，牧民一分钱不花，在
自己家门口就能解决问题，真正方便了群
众。”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那林高勒嘎查达
斯钦都荣说。

翁牛特旗法院大力发展新时代的“枫
桥经验”，将审判职能由诉中向诉前延伸，
创新“重心下移、关口前置、触角延伸”的工
作思路，加大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力度，将大
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了法院“门外”。

2018 年来，翁牛特旗法院先后在全旗
未设基层法庭的 7 个苏木乡镇设立了巡
回审判法庭，在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
工业园区等设立了 17 个诉前人民调解委
员会，在全旗 229 个行政嘎查村、14 个社
区居委会、35 所中小学和园区 5 家重点企
业共设立了 283 个“法官便民工作室”，构
建起了以人民法院为中心，法庭、巡回审
判法庭、“法官便民工作室”为纽带，诉前
人民调解委员会为桥梁，辐射全辖区的

“一站式”非诉讼纠纷化解网络，实现了
“法官便民全覆盖、纠纷解决无死角、司法
服务零距离”。2019 年，翁牛特旗法院各
巡回法庭共开展巡回审判、“法官便民工
作室”工作 420 余次，成功调处基层矛盾
1860 余件，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6.2 万
余人次。

“在巡回审判法庭和‘法官便民工作
室’的牌子上都有法官联系方式，如果群
众有矛盾，随时可以找法官帮他们化解
纠纷。平时，我们每月定期去开展法治
宣传、纠纷排查预防，随时随地为群众提
供 法 律 服 务 。”广 德 公 法 庭 庭 长 罗 俊 峰
说。

翁牛特旗法院创新“诉调对接+多元
调解+速裁快审+繁案精审”的“一站式”多
元解纷机制，推动将多元解纷、诉调对接、
速裁快审工作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同时
积极引入诉讼辅导机制，在诉讼辅导室安
排 1 名资深法官专门对当事人进行诉前

“司法认知”“诉讼心理”“诉讼常识”“纠纷
解决方式”辅导，指导当事人理性诉讼。
2019 年，诉前调解受案 3970 件，调解成功
2739 件, 调解率为 69%。诉前调解案件
数占一审民商事、行政案件的 87%。调解
成功标的额 1.2 亿元，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
用 169 万元。

2019 年 8 月 20 日，原告王某来到翁
牛特旗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申请撤回对
被告杨某的起诉。办理完手续，王某激
动地对调解法官说：“咱们这个诉前调解
太好了，我这拖了 5 年的货款 3 天就要回
来了。”

据了解，王某因借贷纠纷案将张某起
诉至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法官看完他的立
案手续后，考虑到数额不大，决定先给被告
杨某打个电话进行沟通。杨某承认拖欠货
款，但总说无力偿还。在旗法院调解法官
讲解完相关法律知识及拒不还款的严重后
果后，杨某主动将钱还给了王某。

在加强线下“一站式”解纷工作的同
时，翁牛特旗法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大力
推进“线上”解纷工作，打造了网络调解、网
上立案、自助立案、远程视频接访等智能服
务平台和赤峰市法院系统首家“微法院”，
真正方便当事人“一网解纷”。2019 年受
理网上立案申请 350 件，网络视频调解成
功 10 件。围绕智慧法院“四智”建设，先后
建成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智审、电子送
达平台、审判质效评估等 18 套智能化辅助
办案系统和智慧档案系统，为法官节省了
50%的办案工作量，促进了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

翁牛特旗法院积极传承“马背法庭”优
良传统，实现了受案数连续 3 年大幅下降，
提升了化解矛盾纠纷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能
力水平，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这里盛开和
谐之花。

诉前解纷争
服务零距离

□正文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涉及公共安全的
重要问题。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
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主
张，也是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负起的政治责任。
为了从源头遏制贩毒吸毒问题的发生，近年来，
我区公安部门从完善体制、强化管理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对毒贩和吸毒人员进行打击，取得了
显著成效，值得点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民族曾饱受鸦
片的毒害，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要根除毒
品流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巩固前几轮禁毒人民

战争的经验成果，继续坚持政府有力领导、各部
门齐抓共管，同时，更需牢固治本理念，指导各
地、各部门广泛深入开展禁毒宣传和毒品预防教
育，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各种
手段，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不断提升公
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形成全社会关
心支持禁毒工作的氛围。

实践证明，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是我们取得
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所以禁毒工作注定
也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的力量。只有不断增强全
民禁毒意识，才能唤醒每个人内心的“真善美”，
才能坚定广大群众与毒品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
心，才能从源头上彻底拔掉毒根。如此一来，每
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禁毒工作的有力执

行者，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成为毒品的
“真空区”，从而不给毒贩子和毒品留任何的滋生
空间，还每一个家庭一片平安和幸福，还社会一
片和谐和稳定。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
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00 多年前
林则徐的警言犹在耳畔。如今，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净化社会环
境，维护社会稳定尽心尽力，关心支持禁毒工
作 ，积 极 投 身 禁 毒 公 益 事 业 ，坚 决 铲 除“ 恶 之
花”，让毒品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处遁
形，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内蒙古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让毒品在人民战争中无处遁形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职教中心师生参与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职教中心师生参与““罂粟花开罂粟花开”“”“抖毒蛋抖毒蛋””游戏游戏，，提高知毒防毒能力提高知毒防毒能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春艳陈春艳 摄摄

通辽市奈曼旗土城子中学的学生们正在学习
与禁毒相关的法律知识。 白雪航 摄

呼伦贝尔市诺干诺尔边境派出所民警与新巴尔虎左旗人民
法院的法官向牧民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本报记者 宋爽 摄

“全民禁毒宣传
月”期间，我区各地
举行了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教育引导
广大群众特别是学
生群体远离毒品、珍
爱生命、健康成长。

普及
禁毒知识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毒品是一朵潜滋暗长的“恶之花”，禁毒是一
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6 月是“全民禁毒宣传
月”，我区举办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助力内蒙
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纪念虎门销烟 181 周年
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在各地展开了禁毒集中宣
传，提高广大群众拒毒防毒意识和能力。

近年来，我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
禁毒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从毒品种植、流通、消
费各环节同时发力，严打严惩毒品违法犯罪，毒
品案件发生态势得到有力遏制。截至目前，已经
连续 2 年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零发生”，
连续 4 年毒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

一棵也不能种

6 月 8 日至 9 日，阿拉善盟公安局禁毒支队
支队长毛剑锋带领民警来到阿左旗平房院落和
田间地头，抓住罂粟开花关键时期，开展禁种铲
毒踏查工作。“我们借助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发
现一株、铲除一株，真正做到高空监控无死角，地
面铲毒无遗漏。”毛剑锋说。

同一时期，贺兰山森林公安分局局长王波带
领禁种铲毒工作组一行深入贺兰山自然保护区，
对国家卫星遥感区域进行重点踏查。通过两天
的实地踏查，没有发现非法种植罂粟的情况。

全区各地公安机关将禁种铲毒作为禁毒长效
工作来抓，掐源头、重预防、压责任，防患于未然。

今年初，武川县禁毒办组织公安局各派出所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反季节踏查，蔬菜瓜果大
棚、废弃房屋是重点。通过“棚棚有人看、户户有
人盯”的踏查模式，有效防止了反季节种植毒品
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挂宣传条幅、发宣传海报、播宣传音频、讲法律
知识。5月 7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爱心
超市门前的宣传车吸引了不少村民围观，这是县禁
毒办开展“利剑—20禁种铲毒”工作的一部分。

抓好禁种铲毒，群防群治是重要手段。今年
2 月以来，武川县禁毒办借助“武川警务”微信公
众号、“武川公安”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和“村村
通广播”“户户通电视”等传统渠道，大力拓宽禁
种铲毒宣传阵地。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
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入户走访、排查、宣传的
契机，向群众发放毒品原植物识别图、致农民朋
友的一封信、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办法等宣传资

料，向群众宣传“因毒致贫”的典型案例，引导群
众共同参与禁种铲毒，共同抵制毒品，群防群治
力量不断增大。

为了从源头上禁绝毒品，自治区禁毒办组成
4 个督导组，分赴全区 12 盟市 42 个重点旗县区、
126 个乡镇苏木、378 个自然村和大兴安岭林区
开展督导检查，发现一株铲除一株，坚决做到一
棵也不能种。

一刻也不能松

5 月 27 日凌晨 4 时，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公安
局可可以力更镇派出所民警经过一夜的便衣侦
查、蹲点摸排，在辖区天力木图村某处偏僻院落
将李某、刘某等 10 名吸毒人员“连锅端”。

前些天，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历时 16 个月、行程 4 万余公里，破获一起运输贩
卖毒品案，抓获嫌疑人 28 人，缴获毒品 28.41 公
斤，彻底斩断了一条横跨多省、参与人数众多，集
制作、运输、贩卖为一体的毒品链条。

近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
张建某、鲁某、童某、葛某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
公诉。据东胜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绍，该起案
件与传统涉毒违法犯罪采取钱货现场交易不同，4
名贩毒嫌疑人均为大学生，更青睐于利用网络社
交软件的及时性、在线支付平台的便捷性及快递
物流行业的专业性等优势，将微信、支付宝等作为
贩卖毒品的“秘密通道”，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使自
己抽离于交易现场，大大降低了操作风险。但互
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亦非藏污纳垢之所，任何妄图
隐匿其中的罪行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近 3 年来，全区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3161
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4106 名，缴获毒品折算
后 227.6 公斤，毒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向
好。2019 年 11 月 28 日，国家禁毒委禁毒督导检
查组对我区各项禁毒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为了守好
祖国北疆这片净土，公安机关在对毒品犯罪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的同时，不断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
的安全管理，提高企业的自我监管能力和从业人
员的守法自律意识。

5 月 18 日至 27 日，包头市禁毒办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项检查工
作。各旗县区禁毒办对全市 398 家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的生产流程、购买、运输、
使用情况、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了检查，对发现存
在隐患的 7 家企业，责令限期整改。

“我们一定严格遵守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
例，对使用、运输、储存的易制毒化学品进行严格
管理，建立健全使用管理台帐，按要求到公安机关
备案，严密防范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共同
筑起禁毒防线。”一位企业负责人坚定地表示。

一个也不能少

6 月 16 日上午，全国首届“百城禁毒亲子阅
读”活动授书仪式（巴彦淖尔站）在临河区第四小
学汇丰校区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两级禁毒办
和两级教育局及巴彦淖尔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
旨在加强青少年禁毒教育，引导青少年认识毒品
危害，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中，汇丰校区五年级 170 余名师生领到
了禁毒教育读本《西游记后传之降妖除毒》。很
多孩子兴高采烈地参加了禁毒知识互动问答，并
获得了印有禁毒标识的笔筒、钥匙扣等小礼品。
临河区公安局民警还特意带警犬进行了毒品搜
寻表演，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吸毒人群多元化、毒品种类多样化、涉毒问
题网络化、涉毒场所隐蔽化的毒情形势变化，决
定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自治
区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宗
礼森说，公安机关要联合各有关部门以对国家和
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禁毒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来抓。

5 月 28 日，阿拉善盟禁毒办民警给 10 家邮
政、寄递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上了一堂禁毒工作
培训课，分析通报当前毒情形势，通过图文、模型
和实物展示的方式，讲述毒品的概念、种类、危害
及预防措施。针对寄递毒品具有隐秘性强、方便
快捷、成本低廉、安全性高等特点，授课民警现场
传授了通过 X 光机器检测识别毒品的方法。

随着物流寄递行业的兴起，网络贩毒也日益突
出，给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物流寄递行
业从业人员只有严守法规法纪，增强责任心，切实
做到百分之百开箱验视、百分之百收寄实名制、百
分之百通过仪器检测，才能把住毒品“出口关”。

6 月 3 日，在自治区禁毒办组织的纪念虎门
销烟 181 周年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我区禁毒宣传
形象大使陶迎春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创建无毒草原、无毒社会、无毒单
位、无毒家庭，筑牢祖国北疆禁毒防线。”毒品一
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打赢草原禁毒人民战
争，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利剑斩断“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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