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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经村委多次调解无果后，汪某在
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情况下起诉到人民法
院。立案后，因汪某自身法律知识有限，
难以独立自进行司法程序，且罗某坚持过
高补偿费用，最终汪某无奈撤诉。之后，
两人三天两头大打出手，甚至还各自喊来
亲戚助阵，双方矛盾几乎演变成两个家族
之间的矛盾，不仅严重影响两家人的正常
生活，也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

2018年2月26日下午，备受困扰的
汪某母亲找到司法所王所长寻求帮助。
了解清楚情况后，王所长征得了两人的
同意，于2月27日上午组织两人进行调
解。

调解开始后，王所长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地劝解两人，希望各退让一步。汪某
很快表示愿意退让，但罗某却十分固执，
坚持要求同时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与
30万元现金。经前期调查，两人目前拥
有一套价值15万元房屋和数万元存款。
罗某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没有稳定收入
来源，王所长对于罗某提出超出共同财产
范围和自身需求的要求十分不解。随后，
王所长采取“背靠背”调解法，希望进一步
了解罗某的想法。经过一番深入沟通，罗
某这才道出了自己内心深深地担忧。原
来罗某认为失去抚养权就意味着断绝了
与孩子的关系，所以坚持要同时抚养两个
孩子，进而提出分得30万元的要求。

那么，离婚后，未抚养孩子的一方与
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消除了？我
国《婚姻法》第36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

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
方的子女。根据该规定，孩子与父母的关
系不因离婚而发生任何改变。于是，王所
长耐心地向罗某讲解相关法律规定。经
过反复开导劝解，最终罗某作出让步，与
汪某达成了共同财产平均分配，一人抚养
一个女儿且不能阻碍对方进行探视的调
解协议。

人民调解员提醒：父母子女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如父母离婚等，是不能
结束的，但是，如果依照法律程序或法
律规定，父母子女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
是可以解除的。一是养子女与生父母间
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
除；二是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因关系恶
化，无法共同生活等情况可以协议解除
或诉请法院判决解除，继父母与继子女
关系因生父或生母与继母或继父离婚等
情况解除。

（施法闻）

未婚同居生两女 分手争夺抚养权
司法所所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解心结

2002年10月，万源市J镇男青年汪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同镇女青
年罗某，随后开始同居生活，分别于2003年、2010年生育长女和次
女，但两人一直未办婚姻登记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性格严重
不合，时常发生争执。2017年年底，两人协商解除同居关系，但一直
未能就子女抚养权与财产分割等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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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聘市场部经理：2名；储备

店员：3名；会计：2名；库管：1
名；行政人员：1名；售后人员：
3名（会驾驶优先）。
电话：18981456888（徐先生）

东鹏瓷砖 TOTO卫浴

本店位于达州市达川区，
1000m2，国内一线连锁品牌，
客源稳定，设施设备齐全，停
车位充足，邻近大型商业综合
体，接手即可经营。联系人：
高先生18909240639

品牌餐饮旺铺转让

达州骨科医院
因业务发展需要，
现诚聘临床专业应

届毕业生、超声医师、护士长、
临床执业医师数名。地址：达
川 区 南 外 泰 宁 路 888号
0818—2765877

聘

通川区来凤路中心广场美时
尚地下商场（中心广场舞台
旁），桌球室门市对外出租，价
格面议。13619068800周

门市出租

我公司急需招聘建筑工
程建造师、施工员、安全员、质
量员、材料员、资料员，薪酬面
议。电话：13281709683

招 聘
四川煌歌集团招聘高管

一名，男，高中以上文化，55
岁以下。

电话：13684212089

招 聘

西外红星美凯龙有四间
办公用房（22楼，589m2）整体
出租，停车方便。

电话：15182896111

办公用房整体出租

西外团包梁一门市及商
业楼一、二、三层（1046m2）整
体 出 售 ；另 二 马 路 二 楼
（600m2）一商用房出租。

电话：13982806000

门市、商业楼出售

四川诚新医药有限公司
招聘销售员10名，采购员2
名，开票员3名。

电话：18881812611

招 聘

达州市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休养所现招办公文秘
人员一名，要求：大学本科
文凭，年龄30岁左右，有一
定的写作能力，能熟练操作
办公软件，有相关工作经验
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面
议。

联系人：汪女士
电话：18782897788

招 聘位于翠屏路131号，面积
39.4平方米，两证齐全，价格
面议。现闺蜜内衣租用。

电话：13908248923

门市急售

位于市内繁华地段（华
阳旁）有一500余平方米临
街门市出租。

电话：13079038555

出 租
凤凰头凤凰小区（原行署

大院）5幢2楼有办公室出租，
面积 110余平方米，有停车
场。谢绝中介，不租住家。
1508665230113079036666

办公房出租

位于通川区复兴镇附近
一宗土地转让，交通便利，环
境优美，证照齐全，性质为商
业服务用地，面积30余亩。
电话：17748474997陈女士

土地转让

达川区南城一知名酒楼转
让（2500m2），客源稳定，接手
即可经营。有意者面谈。

电话：13982805005
18190713563

知名酒楼转让

商用房出售
通川桥北头人行天桥

处临街 3楼一商用房出
售，街面无行道树遮挡，
363平方米，实际使用面
积500余平方米，双证齐，
中式精装，价格面议，可按
揭。电话：13079099977
张先生

诚 聘
四川润骄木业有限

公司诚聘区域经理8名，
3000—1万元；店面导购
10名，2800—5000元；会
计助理1名，2800—3200
元；总经理助理 1名，
3000—8000元。
魏小姐 17738933325
刘先生 13982848855

达州市西外金兰路口二楼640
余平方米，双证齐，带独立梯
间，已出租，火爆经营中，因移
居外地，诚心出售，价格优惠。
1851977737715882976688

门市出售

为扩大生产规模，位于魏
兴工业园的香椿加工厂诚招
合伙人，品牌、产品成熟。

电话：17341916900

诚招合伙人

自考7月份新生注册
即将截止，专、本科一年半
毕业，专本套读两年毕业，
免入学考试，免英语考试。
1848190988815281852228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西外
金龙大道（时尚家苑旁）

通达学校招生
自考、成教、网教、

教师资格证考前培训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或出租（1-6号
每个门市面积约60㎡），价格
面议。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租出售 招 聘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招

聘下列人员：
工程部经理1名；工程部

业务主办2至3名；经营部经
理1名；财务会计专业2至3
名；人力资源部专员1名；造
价工程师2名；一级、二级建
造师（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水电）数名；建筑类九大员数
名；工资面议。

电话：15808190450

本报讯 4月18日下午，宣汉县渡口乡安置房施工场地，一
辆满载混凝土的重型罐车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在严重变形的
驾驶仓内，情况十分危急。宣汉交警、消防迅速赶到现场，奋战
一个多小时，成功将司机救出。

18日下午4时许，交警、消防和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发现一辆水泥罐车侧翻在工地上，该车驾驶室严重变
形，司机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由于驾驶室变形后内部空间狭
窄，破拆作业难以进行。现场人员决定联合施工方，在当地群众
的帮助下，组织协调工地施救车辆，用吊车牵引住罐车车头，用
挖机力臂抵住罐车车身，防止车辆滑动挤压驾驶员造成更严重
伤害。消防官兵用小型破拆工具，拆卸掉驾驶室舱门，并用千斤
顶支撑卡压驾驶员腿部已经变形的方向盘，以减轻驾驶员的痛
苦。

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有序的施救，被困驾驶员终于被成功
救出，现场医护人员对其紧急处置后立即送往医院。目前，伤者
病情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本报记者 李泽希）

罐车工地侧翻司机被困
吊车挖机上阵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