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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男子出售他人信息获罪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日前
以
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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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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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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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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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00 元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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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个
月
，并
。
据介绍， 周建平是国内被以侵犯
个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的第一人。
法院审理查明，2008 年11 月，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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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成立广州市华探调查有限公司，
违反规定非法获取他人电话清单、 手 律师李庄因伪造证据等罪一审获刑
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 重
机清单和人员资料， 并将这些资料出
1月
8日
对被告人李庄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案一
售给诈骗团伙，从中获利1.6 万元。
公开宣判，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
去年查处3700 余名县处级以上官员 审
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纪委、 监察部召开纪
，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庄在担任重庆
1月
7日
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 涉黑案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教唆、
气会披露，2009 年1 至11 月， 各级纪 引诱龚刚模及其妻子等人作虚假供述、
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 伪造证据等， 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
干部中的腐败案件， 处分县处级以上 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
干部3743 人，移送司法机关764 人。 证罪，依法应予处罚。

本报记者宁杰本报通讯员王建平孙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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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法庭上的剑谱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推行“要件审判九步法”，取得良好成效。 2009 年，长宁
区法院的民事法官人均结案304.6 件，比上年增加30.5 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47.17 天， 比上
海市基层法院民事条线的平均水平低了近20 天。

要件审判九步法

固定权利请求
识别权利请求基础
识别抗辩权基础
基础规范构成要件分析
诉讼主张的检索
争点整理
要件事实的证明
要件事实的认定
要件归入并作出裁判

找到通向
罗马的道路
□

本报记者宁杰

什么样的道路， 决定了什么样的方
向， 也决定了可能到达的终点。 世界不
是圆的， 它在你面前展开无数个方向，
不是每条道路都通向罗马。
要实现司法的公正、 高效、 权威，
就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 在旗帜已明的
情况下， 我们所应当做的， 是选择正确
的路径。 理想目标， 在等待着现实道路
的抵达。
近年来， 司法方法的研究蓬勃发
展， 方兴未艾， 正是这一现实需求的反
映。 要提高司法工作水平， 实现司法工
作目标， 方法必须对路， 否则缘木而求
鱼， 南辕而北辙， 我们会离目标越来越
远。
正确的司法方法， 是贯彻正确理念
的必由之途。
不过， 纵览当前的司法方法研究，
理论性强， 实践性弱， 形而上高蹈玄
虚， 乱花渐欲迷人眼， 形而下浅尝辄
止， 浅草才能没马蹄。 究其原因， 司法
方法研究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课题， 必
须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司法方
法， 应当从实践中总结， 在实践中运
用， 并且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处于审判
第一线的法官， 是司法方法的检验者、
运用者， 也应当是总结者。
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院长邹碧华从审
判实践出发， 总结出了“要件审判九步
法”， 在裁判活动中推广、 运用， 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说练拳有拳经， 习
剑有剑谱， 法官进行裁判活动时， 司法
方法就犹如法庭上的拳经剑谱。 如今，
件审判九步法” 已成为长宁法官们
“要
所珍视、 所习用的拳经剑谱。 运用九步
法， 法官的审案时间大大缩短， 裁判质
量得到提高， 司法权威获得提升， 它的
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初步检验。
长宁法院的实践再次告诉我们， 重
视司法方法的总结和运用， 是人民法院
提升工作水平、 实现工作目标的必由之
路。
不是每条道路都通向罗马， 长宁法
院对司法方法的探索， 为我们提示了方
向。

两个巴掌拍不响
药方：要件审判九步法
镜头一： 一起并不复杂的损害赔
偿案， 证据审过了， 庭也开过了， 原告
却发觉，自己的权利请求有问题，于是
重新提出了权利请求。这一下，诉讼程
序掉头回转，庭审过程再来一遍，案子
审理时间被拖得很长。
碧华从上海市高
，邹
2008 年
6月
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调任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院长。上任伊始，他做的一件
重要的事情就是清查超过12 个月还
未结的“老”案。
把这些案子逐一听了一遍后， 邹
碧华发现，80% 的案件之所以没结， 主
要是因为3 个“ 不固定”： 诉讼请求不
固定，诉讼主张不固定，证据材料不固
定。
由于这3 个“ 不固定”， 审判中往
往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两个巴掌拍不
响。双方当事人争得很厉害，但说得不
是一回事，不在一个点上。法官跟着当
事人一起做无效劳动。
效率低下只是一方面， 一些案件
由于法官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与当事
人选择的法律关系不同， 案件的审理
思路出现错误， 使得裁判结果也出现
问题。
邹碧华认为， 法官是法庭的主导
者，审判质量和效率有问题，根子出在
法官的思路上。“思路决定出路”，他决
定提出一套行之有效、 可以操作的审
判方法， 为法官的审判思路树立一个
可以统一遵行的模板。
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分析，２００９ 年
，“ 要
件审判九步法” 在长宁区法
１月
院开始全面推行。
要件审判九步法， 以实体法律规
范的构成要件为基础， 以案件争议的
法律关系为主线，从固定权利请求，到
争点整理，再到要件归入并做出裁判，
审判过程分为九个逻辑严密、 环环相
扣的步骤。 法官在接手案件后遵循这
九个步骤即可得出裁判结果。
要件审判九步法这一“思路”在长
宁区法院已经实施了一年， 它扎扎实
实地为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打开了
路”：2009 年， 长宁区法院的民事
“出
法官人均结案304.6 件， 比上年上升
件平均审理天数47.17 天，
；案
30.5 件
比上海市基层法院民事条线的平均水

平低了近20 天。 同时，当事人的服判 做完后，关键的一步是争点整理，要求准
息诉率上升，信访率下降，群众满意度 确、 具体， 紧紧围绕要件事实, 这是考验
提高。
法官功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经过要件事实的证明和认定， 最后
法庭上的“独孤九剑”
一步就是要件归入， 也就是把查明的事
与法律条文进行对照， 与法律条文的
法官：当庭宣判不再难 实
构成要件完全相符的， 就可以作出支持
镜头二：一起质量纠纷案件，送去 原告请求的判决，否则，即应驳回。
鉴定10 几个月没有结果。 难道鉴定机
要件审判九步法到底成效如何？ 一
构效率这么低？一查，原来是当事人不 线法官们最有发言权。他们说，这些步骤
配合， 证据材料未固定， 结果反反复 逻辑清晰、 思路严密， 审判时按图索骥，
复，折腾了10 几个月。 法官运用要件 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以往法官一般先
审判九步法后，及时固定证据材料，这 把全部事实弄清楚再去找法条。 这样就
样就不再因为证据材料而耽误时间。 有可能在适用法律时发现有些要件是不
后来，这起案件很快就办结了。
必要审而有些必须审的要件却遗漏了。
如今， 长宁区法院的民事法官在 现在从一开始就要把法律基础搞清楚，
审理案件时， 第一步就是引导当事人 避免法庭做无用功。 只要有一个要件不
固定权利请求， 剔除矛盾或明显不当 符合， 法官就无需将案件的其余事实一
的请求。
个一个查明， 因为要适用基础法律条文
开始就固定好诉讼请求，案件 支持当事人的请求， 必须是所有要件都
“一
审理有了确定的出发点， 就很少遇到 得到满足。这样，以往因为个别事实不能
反反复复又回到起点的情况了。”民一 确定导致无法裁判、 案件迁延日久的情
庭的法官张枫说。
况即可避免。
比如，原告一会儿要求解除合同，
有法官戏称， 要件审判九步法就像
一会儿又要求继续履行。 如果不尽快 金庸笔下的“独孤九剑”，简练实用。
固定，法庭审理就会变成无轨电车。对
现在，张枫熟练使用这“独孤九剑”，
此，法官要及时向原告释明，要求其固 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时， 大部分
定或调整好诉讼请求， 在审判思路上 案件都能当庭宣判。 长宁区法院像他这
正本清源。
样的法官已有很多。
固定了权利请求， 下一步就是识
“我
这案子赢不了”
别权利请求基础， 即找出案件判决所
要依据的基础性法律条文。紧接着，识
当事人：心服口服
别抗辩权基础， 进行基础规范构成要
镜头三：在名誉权侵权案中，常有原
件分析和诉讼主张的检索。 这些工作

告认为被告骂了自己就是侵犯了自己的
名誉权，为此缠讼不止。长宁区法院的法
官在庭审中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要件分
析，在一起案件中，原告举不出损害后果
的证据，案子还没宣判，就对法官说：“我
知道，我这案子赢不了。 ”
要件审判九步法通过法官释明， 扩
大了当事人的司法参与，摆事实、讲道理
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始终。 法官把要件事
实、证据一一摆出来，谁的诉讼主张有充
分的法律依据、哪项证据材料可以证实，
一目了然。这样审理的结果，当事人心服
口报。
告， 原告刚才说了三节事实， 你
“被
审中，当事人情绪
还漏了一节。 ”——
—庭
激动，猛攻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法官可
不能不管。法官进行争点整理后，就可以
很容易地提醒当事人不要遗漏事实及法
律争点。
要件审判九步法， 使法官审案时一
般不会遗漏争点。
争点整理可以有效地引导双方当事
人围绕争点提出的观点和相应的证据。
以往开庭时， 当事人非常容易在某个争
点上争得白热化，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此，
却忘记了还有其他争点。 法官牢牢抓住
争点整理这个武器，审理时就不会遗漏。
否则，一旦发现遗漏了争点，要么重新开
庭，要么凭主观猜测盲目下判。
标准化的裁判步骤， 严格遵循法律
要件，减少了法官的主观随意性，提高了
法律适用结果的统一性， 同案同判有了
很大保证。 同时， 法官的裁判理由更加
直观， 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率明显上升。

希望未来涌现更多审判专家
这个案子， 说说你的审判思
“对
路。” 这是长宁区法院选任独任审判
员和审判员时的一个场景。 指定一个
案件， 让受考核的法官口头汇报案件
审判思路， 是面试环节的重要部分，
占到面试成绩总分的一半。
会干活儿的不一定会考试。 有的
法官审判经验丰富， 办案质量也高，
但参加书面考试却可能比不上刚出校
门的新手， 因此在考核法官水平时就
可能出现偏差。 而考案件审判思路却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 长宁区法
院在选任独任审判员、 审判员时， 面

试环节时指定案件， 让法官口头汇报案
件审判思路， 使得对法官水平的考核更
为切合实际。 经过考核， ２００９ 年， 有
优秀法官被遴选为独任法官， １０
１３ 名
名优秀法官晋升审判员资格。
改进法官的办案思路， 从培训抓
起。 长宁区法院将要件式办案思路纳
入培训重点， 对全体法官专门培训，
并通过“ 法槌声声” 庭审观摩的方式，
在具体实践中落实。 去年刚从中国人
民大学毕业的陈婷婷说， 九步法培训
对刚走出校门的人来说， 特别管用，
书本知识和审判实践差距很大， 而九

步法能帮他们顺利实现从书桌到法庭
的平稳过渡。
邹碧华介绍， 他的前任院长、 现任
上海市高院副院长的盛勇强是上海法院
事要件办案指南” 的初创者， 一直
“民
很重视法官的审判思路问题， 有了这样
良好的基础， 要件审判九步法得以很顺
利地在全院推行开来。
底， 邹碧华被最高人民法
2009 年
院评为首届45 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之
一。 他表示， 希望通过对审判方法的探
索和应用， 能让长宁法院涌现出更多的
审判业务专家。

每一个法官都能掌握
对
话
新
闻
当
事
人
本报记者宁杰
访谈对象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法院院长邹碧华

□

法周刊： 你怎么想到要提出要件审
判九步法的？
邹碧华： 我在担任上海市高院民二
庭庭长期间， 通过案件研讨以及裁判文
书检查， 发现审判思路不清是当前制约
审判质量和效率乃至办案效果的主要原
因。为此，我就审判思路问题进行了四年
多的持续跟踪调研。 到长宁区法院担任
院长后， 又对所有审限超一年案件进行
了专门分析， 并就有关问题与有关专家
教授进行深入交流， 对国外相关理论和
立法进行一定借鉴，在此基础上，总结提
出了要件审判九步法。
法周刊： 要件审判九步法最大的特
点是什么？
邹碧华： 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
本”、三个“连接点”。 三个“基本”，即
“基
以请求权和抗辩权基础作为法律适用的
基本出发点，以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作为审
判的基本元素，以简明具体的操作步骤作
为抽象审判思路的基本载体；三个“连接
点”， 即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建立连接
点，在纠纷事实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间

邹碧华在向全院法官讲解“要件审判九步法”。
建立连接点，在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
程序处分权之间建立连接点。
法周刊： 要件审判九步法对法官审
判工作有什么帮助？
邹碧华：总的来说，运用要件审判九
步法可以帮助法官更好地理清审判思
路，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更规范地适
用法律， 更恰当地通过释明引导当事人
从事诉讼活动。

金文斌 摄

具体来说，一是便于确立主张责任，
避免重复行为，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二
是便于确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客体， 有利
于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防止举证时
限制度的滥用； 三是便于确立举证责任
分配， 准确把握举证责任与要件事实的
关系；四是便于举证质证，避免当事人遗
漏证据；五是便于整理争点，引导当事人
诉讼，避免无轨电车。

法周刊： 对基层法院的普通法官而
言，要件审判九步法会不会比较复杂，难
以把握？
邹碧华：之所以总结提出九步法，就
是为了方便法官理解和掌握， 而把抽象
的审判思路分解成具体的工作步骤。 当
然，它作为一个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
学理论、 法律知识、 立法规定的串联体
系，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但九
步法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探讨， 不是标
新立异的学术命题， 而是一个建立在法
官应有知识体系基础之上、 用于日常工
作的审判方法， 不会额外增加法官的智
识负担。 随着当前法官素质的大幅度提
升，应当说，任何一位合格的法官都可以
通过一定的培训而熟练掌握。
法周刊： 许多当事人并不了解要件
审判九步法， 这种情况下要件审判九步
法是不是还能够运用， 法官遇到这种情
况应当怎么办？
邹碧华： 审判方法是法官必须掌握
的一种基本职业技能。 我们并不能因为
当事人不懂而放弃运用一定的方法来组
织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在某种意义上，
由于九步法区分的步骤比较明晰， 反而
容易让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行为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 为了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
和专业知识的不足， 我们在九步法运用
过程中强化法官诉讼指导和释明， 这也
切合当前能动司法要求，符合国情，顺应
民意， 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进程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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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选题的敲定都是再三斟
酌， 每一个标题的制作还是再三斟
酌， 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仍是再三斟
酌…… 采访编辑每一期《 法周刊》
时， 我们都是在这种忐忑和紧张交
织的心境下工作。 因为我们总是自
我期许： 每一步都要走得漂亮。
人们常说， 新闻工作是令人遗
憾的职业， 当你发现差错或不足
时， 木已成舟， 只能徒唤奈何。 而
在我们看来， 并不尽然。 正是由于
秉持着上述初衷， 每一期《 法周
刊》 的刊出， 于我们而言， 并不意
味着是一个代表完结的句号， 而是
一个意犹未尽的问号。 敲定的选题
是否扣住了新闻热点？ 制作的标题
有否更好的替代？ 处理的细节是否
做到了尽善尽美？ ……
上一期的《 法周刊》 是2010
年的第一期， 也是本报统一改版后
的新一期， 因此， 我们的回望和反
省更为认真， 更为严苛。 我们对赞
许付之一笑， 近乎虔诚地听取批
评， 生怕漏掉哪怕一句话和一个暗
示； 我们把喜悦抛之脑后， 几近自
残地自我批评， 绝不放过哪怕一个
字和一个细节。
回望不是沉溺过去， 而是为了
前行； 反省不是否定自己， 而是为
了完善。 这一期的《法周刊》 就刻
上了我们回望和反省之后的努力。
比之前一期， 本期最大的改变
是， 版面名称有了较大变化。 五版
点”、 六版“ 政事” 保持不变，
“热
七版由“ 经济” 调整为“ 商事” ，
八版由“社会” 更名为“民事”。
作这样的更动， 不是文字游
戏， 而是为了更好地贴近法律生
活， 贴近法院工作， 也是为了更好
地贴近读者群体。 五版之为“ 热
点”， 所涉范围尤为广泛全面， 主
轴依然是人民法院服务大局和司法
为民， 举凡种种新做法、 新经验、
新成果皆可纳入。 至于其他三个版
的版名和定位， 我们考虑的则更多
更细微。 “ 政事” 、 “ 商事” 和
事” 这3 个名称， 在社会生活
“民
层面， 分别链接着行政执法、 经济
生活和社会民生三大领域； 在法院
工作层面， 则分别对应着行政审
判、 商事审判和民事审判三个方
面。
我们希冀， 这样的定位， 足以
打穿法院工作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分
野， 从而把这两个本来相互映衬、
相互交织的领域连通。 透过审判工
作， 窥见政府法治的进程， 窥见经
济时代的脚步， 窥见民众生活的缩
影。 俗话说，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让审判工作成为足以映射太阳的那
一滴水， 就是我们的理想和想象。
我们希冀， 这样的定位， 足以
融化读者、 特别是作为主体的法官
读者和报纸之间的隔膜， 从而让读
者对《法周刊》 感觉亲切。 法官读
者会发现， 报道所用素材是他们身
边的素材， 报道所用角度是他们熟
悉的角度。 也许， 某位法官从他刚
刚结案的案件中抽出身来， 就可以
拿手头的案件素材为《法周刊》 写
出稿件， 从读者变身成为作者。 若
此， 乃《法周刊》 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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