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教于审
法庭中架起“亲情桥”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一直
是张妍开展少年审判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 她常说 ： “亲情是教
育、 感化、 挽救失足少年的最好
的桥梁。”

在审理一起盗窃案件时， 张
妍发现被告人成长在再婚家庭，
父亲和继母对他都很关爱， 姑姑
和大伯也对他关心备至， 但因为
家庭特殊， 他自小就十分敏感。
在一次小错误后， 父亲随口的一
句话 ， 让他怀疑父亲不再爱他
了， 从此与父亲有了隔阂， 为了
表明自己的 “独立” 而走上了犯
罪之路。

在与孩子和父亲的接触中，
张妍感觉父子俩的沟通方式出现
了问题 ， 心中有爱却表达不出
来。 张妍没有满足于公正审结案
件， 而是特意组织孩子的父亲、
姑姑 、 大伯给孩子过了一个生
日。 看着精美的生日蛋糕， 读着
亲人们精心书写的生日贺卡， 孩
子的眼泪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在
引导下， 父亲和孩子终于彼此吐
露心声， 消除了隔阂， 个头儿差
不多的父子俩深深相拥在一起。

这样的亲情会见在少年庭时
不时就会上演， 而一幕幕感人场
景的背后， 是张妍对社会调查的
认真阅读， 是对被告人犯罪动机
的仔细分析， 是和家属朋友苦口
婆心的一次次谈话。

面对失足少年， 张妍全面了

解孩子们的背景情况， 充分利用
一切积极的因素适时开展亲情教
育 。 根据工作实践 ， 她总结出
“一二三四” 亲情教育工作模式：
“一” 即布置一个场所， 精心设
计 “亲情室”； “二” 即抓好两
个环节， 抓好庭审中和宣判后两
个亲情教育环节； “三” 即调动
三类人员， 充分调动合议庭组成
人员、 诉讼参加人及案外关系人
的积极性； “四” 即运用四种方

法， “成绩展示法” “消除顾虑
法” “亲情传递法” 和 “特殊节
日法”。

据了解， “一二三四” 工作
模式成效显著， 荣获 “首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奖”。

立足审判
呼吁建立长效保护制度

2013年， 朝阳法院受理了蔡

某某虐待案。 被害人是一名年仅
6岁的小女孩， 在与继母蔡某某
生活的两年时间里， 先后多次因
伤入院治疗 ， 在最后一次住院
时， 医护人员发现她身上有多处
伤痕， 怀疑其受到侵害并报警。
作为案件的主审法官， 张妍查明
蔡某某因家庭矛盾， 为发泄心中
不满， 多次对小女孩掐、 打等，
造成其多次受伤。 最终蔡某某因
犯虐待罪被处以刑罚。

案件虽然审结， 但张妍揪着
的心并没有放下。 如果没有医护
人员的报警， 这个孩子可能会受
到更多的伤害； 如果没有相应制
度规范 ， 使得相关部门及时介
入 ， 可能会有更多孩子承受伤
痛。

张妍真切地感受到了建立
“强制报告” 制度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 案件宣判后， 她和同事一
起以 《防止虐童 “强制报告” 制
度亟待建立》 为题在 《中国妇女
报》 刊文并积极呼吁。 随后， 该
案件入选了北京市首批参阅案
例 ， 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参
考。 现如今， 《反家庭暴力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一系列涉
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 已
将该项制度的内容纳入其中。

着眼预防
携手构筑社会防线

刚开始审理案件时， 张妍常
常听到这样的辩解： “不知道这
样就是犯罪。” 张妍意识到， 法
律知识的匮乏使很多未成年人不

能正确判断行为的性质， 从而走
上违法犯罪之路。

于是， 在审理案件的同时 ，
张妍法官和同事们不遗余力进校
园给同学们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通过组织旁听庭审、 举行法庭开
放日活动， 邀请孩子们到模拟法
庭感受法治、 了解法院。 最多的
时候， 张妍同时担任三四个学校
的法治副校长， 每年进入学校十
余次。

此外， 她还与北京市教育学
院朝阳分院开展法治共建工作，
每年为朝阳区中小学教师举办公
开庭审和法治课， 让全区的中小
学教师将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带
回学校。 二十年如一日， 张妍坚
持去学校讲法、 去社区普法、 去
电台宣法 、 去相关部门寻求协
作。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越来
越少， 知法守法的未成年人越来
越多， 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回
报。”

近期， 为推动 《家庭教育促
进法》 落地见效， 朝阳法院王四
营法庭与朝阳区妇联、 朝阳区社
区学院积极沟通 ， 于2022年4月
共同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室， 张妍全程参与工作室的成立
运行， 根据涉案未成年人及家长
的具体情况， 制定个性化的指导
课程计划， 采用网络课程和专家
一对一指导相结合的形式， 切实
有效地开展指导工作。 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室目前已发出两份 《家
庭教育指导令》、 开展教育专家
一对一指导若干次， 得到涉案未
成年人家长的认可和积极参与。

以法之名 用爱守护“少年的你”
———记朝阳法院综合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张妍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陈超/文 通讯员 曹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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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轩辕伊子

做群众身边的“勤务员”
———记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徐小冲

徐小冲是昌平区天通苑南街
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
只要遇到道路破损、 树木倒伏、
井盖破损等问题， 他总是第一时
间排查、 处置， 及时消除各类城
市运行隐患。 扎根基层九年来，
他走遍了天通苑南街道的大街小
巷， 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辖区城
乡环境面貌改善提升。

在徐小冲的肩上， 担负着城
乡环境建设、 拆违控违、 工程建
设、 生态环境、 防汛应急和城市
运行安全保障等工作。 每年雨季
前夕， 徐小冲的心都悬着， “道
路积水怎么办” “小区排水不畅
怎么办” ……这些与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事， 都是徐小冲最操心
的。 凭借着对整个街道的了解、
对群众负责的理念， 徐小冲带领
相关工作人员， 确保社区内无积
水点。 今年夏天， 暴雨天数比较
多， 徐小冲就一个社区一个社区
地跑，逐个检查水箅子，摸排出易
积水路段、点位，及时抢修，确保
通畅，遇到堵塞的下水口，他第一
时间摸排上账。 协调清掏工作九
年来， 徐小冲及其团队在防汛工
作中始终保持“零”事故。

不仅如此， 徐小冲每年积极

对接环保、 城管、 食药等6个派
驻部门， 一年内处理非紧急救助
4000余件， 工作内容涉及老旧小
区综合改造、 地下室违规出租整

治、 小区物业管理， 以及噪音、
异味扰民等方方面面。 老小区物
业管理不到位， 存在楼道间垃圾
乱堆乱放现象 ， 接到群众诉求

后， 他立即协调社区 “两委” 主
动出击， 清理出了常年积存的各
类垃圾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 他紧盯各类场所严落实， 积
极监督指导辖区影院、 商场、 超
市等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工
作， 建立台账、 逐个梳理、 入户
检查， 做到重点点位疫情防控无
死角。 前不久， 经过他的积极协
调， 天通苑南东片区部分社区停
车难问题终于顺利解决。

今年， 针对群众反映的道路
坑洼等问题， 徐小冲多次深入社
区了解群众需求建议， 研究改造
提升项目方案， 先后完成了辖区
7条道路提升改造、 26处微提升
项目实施、 3个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 在基层治理中下足 “绣花”
功夫， 把居民关心的一张张图纸
一件件落实。 经过大半年的升级
改造 ， 如今东辰小区内焕然一

新， 外墙保温重新布设， 垃圾桶
站重新排列， 停车线路再次规划
……处处透着便利舒适。 佳运园
一区小区楼顶漏雨、 路面积水和
小区绿化的问题， 也重新完善，
一件一件惠民设施不断落地， 居
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显著提升 。
“徐主任不善言谈， 每次遇到评
优评先， 总是让给其他人， 但干
活却永远冲在第一线。” 说起徐
小冲， 科室工作人员不由得伸出
了大拇指。

“脚步为亲 ”， 亲力亲为 ，
徐小冲忙碌的身影总是穿梭在天
通苑南街道的大街小巷， 扛起一
份又一份责任。 在工作中， 徐小
冲不断总结经验做法， 积极改善
环境秩序，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小区物业有序管理， 扎实开
展急难问题整治， 让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节节攀升。

徐小冲 （左）

“从事少年审判工作，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办理了多少案件、获得了多少荣誉，而是少年罪犯能够真诚悔悟、重返社会，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依旧会保持好自己的平常心，为做好未成年审判工作贡
献我的一份力量。 ”朝阳法院综合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张妍说。

自2001年开始从事少年审判，怀着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张妍以真情付出，用爱心挽救，在默默守护中见证了一个个少年
开始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