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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真的没想到给法院打了一个电话，你们法官真
的下乡到我家来立案，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

3

月
18

日，江苏省
大丰市刘庄镇的李老汉对前来他家上门立案的市法院法官不住
感谢，直夸大丰法官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着想，便民办实事。

原来， 李老汉在
2010

年
3

月因互换承包耕地产生纠纷，双
方发生争执并一直未能解决。而眼下由于李老汉忙于春耕备耕，

一时无法抽身前往几十公里外的法院立案， 正当李老汉为此事
着急时，经旁人提醒，他试着拨打了法院的服务热线，于是就出
现了文章开头一幕。

春耕在即，大丰市人民法院针对辖区农民居住分散，偏远地
区交通不便且忙于春耕备耕的实际状况， 充分发挥能动司法作
用，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职能，积极开展下乡立案、下乡调解、下乡
宣传“三下乡”活动，想方设法方便农民诉讼。

据悉，开春至今，该院已下乡上门立案
15

起，下乡巡回审理
案件

26

起， 其中
19

起案件当场调解结案， 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500

多份，全力保障了辖区春耕备耕的顺利进行。

（董正远全思）

榕江“民歌法庭”化解纠纷效果好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仍会救”

本报记者郭春雨 本报通讯员夏令凯

“有人跳江了！”

3

月
19

日上
午

9

时许， 吉林省通化市玉皇山桥
下的浑江中， 一名中年女子正在挣
扎。 有路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救援队赶到前， 桥上江边迅速聚
集起百余人围观。

“那个跳江的女子的手脚不动
了！” “会不会淹死啊？” 路人看到
这名女子刚落水时还在江中挣扎，

过
10

分钟后， 女子的动作变缓，

手和脚基本不动了， 只是头不时地
浮出水面。 “有没有会游泳的， 快
下去救人啊！” 有人这样呼喊着。

但有更多的路人看到这一幕都只是
停下脚步……

这时， 只见有一名驾驶着法院
吉

EA069

警车的中年男子路过这
里。听说江中有一名落水者，将车停

下后，迅速从桥上跑到桥下，到了江
边的浅滩处， 脱下衣服， 只剩下短
裤，踏着江边的冰碴儿进入江中，水
浅的地方他就趟水向前， 水深的地
方他就挥起双臂划水， 奋力朝落水
女子的地方游过去。几分钟后，男子
接近落水的女子， 伸手抓住浮在水
面上的那名女子上身穿的羽绒衣，

将她拖到岸边。 围观的群众呼喊起
来，都为这名勇于救人的男子鼓掌，

交口称赞他是个好人，救人一命！

一名围观的医护人员介绍，幸
亏及时救出了这名女子，如果再晚

1

分钟， 这名落水的女子可能有生命
危险！参加急救的医生介绍，这名女
子肺部已经吸入少量的水， 由于江
水冰凉，女子四肢僵硬，要缓解一段
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ICU

病房

的大夫介绍，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

落水女子的生命体征稳定， 已经脱
离了生命危险。

救援人员和围观群众纷纷离开
现场， 那名进入江中救人的男子也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人们多方打
听， 才得知救人的男子叫唐德辉，

是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

“当时我正好路过。” 唐德辉
说， 看到很多人在桥上围观， 他询
问了一名围观群众得知有女子跳
江。 他立刻将车停下， 迅速从桥上
跑到桥下。

到了岸边， 唐德辉观察了一下
女子落水的地点， 目测距离大约
40

米， 为了不让水浸湿衣裤增加
救人的阻力和危险， 他脱下外衣

裤， 没有携带任何器具， 从浅滩处朝
女子走去。 冰凉的河水没过了他的脚
面、 膝盖、 腰部……当时的水温也就
在零度左右， 由于江中经常取沙土，

江水下面深浅不一， 唐德辉知道自己
也很可能出现危险， “但既然选择了
救人， 我就要坚持到把人救上来。”

“那名女子呛一口水， 都可能有生命
危险。” 唐德辉这样说。

唐德辉介绍说， 他赤膊在江中救
人，往返用了约

6

分钟的时间，水深的
地方到了胸口，“我拉到那名女子的时
候， 她已经不会动弹了。 落水已经有
20

多分钟了，只是她身穿的羽绒衣刚
落水时有一定浮力， 延长了其漂浮的
时间，如果时间再长一点，羽绒衣浸水
下沉， 她手脚又不能动弹， 那就危险
了！ ”唐德辉明白手中的是一条人命，

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终于将落水女子
安全地救到了岸边。 落水女子救到岸
边后， 唐德辉浑身发抖， 全身都冻麻
了，周围群众拿来衣服，将他护送到了
倚江园休息室内换衣服。

“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仍
然会跳下水中救人的。” 唐德辉说。

3

月
20

日下午
2

时， 记者拨通了唐德
辉的电话， 他开口就这样说。 记者了
解到， 上岸后他都冻僵了， 回到家中
才发现右脚被江中的石子划出了一道
深深的口子， 左脚也被石子触划得青
一块紫一块的， 走路都不敢用力。 晚
上， 又发起了低烧。 为了预防破伤风
和治疗感冒， 他不得不去医院打了破
伤风疫苗和消炎的吊瓶。

唐德辉的同事告诉记者， 唐德辉
为人正直、 随和， 他遇到有困难的
人， 都会伸手帮忙的。

2009

年
1

月，

二道江区法院受理了
62

名农民工追
讨被拖欠了三年的工资款一案， 为了
能让农民工尽快拿到“过年钱”， 唐
德辉带领庭里的办案法官， 开辟了
“讨薪绿色通道”， 终于在春节前， 将
总额

42

万元的工资款讨回， 并逐笔
发放到农民工的手中。

赤坎“查询组”节约资源提高效率

本报讯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为进一步做好案件
查询工作，在执行局综合办设置“查询组”，一改过去执行局、业
务庭各自为政、多头奔波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查询质
量，节约了诉讼资源，受到各业务庭及办案法官的普遍好评。

赤坎法院成立“查询组”，专司调查、取证、查询、冻结等辅助
性工作，“查询组”虽设置在执行局综合办，但它却负责全院所有
案件的查询事务，这样既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又
减轻了办案法官的工作量。

“查询组”成立后，配备人员和专用车辆，查询组法官和书记
员专门负责查询工作，他们几乎每天出动，对银行、国土、房管、

工商等部门的办公时间、办公地点、办理科室甚至办理人员都非
常熟悉，对办理各种不同事务所需的手续、要件、表格填写均轻
车熟路。当他们接收办案法官有关法律文书后，可根据所办事项
的要求对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进行核对，确保查询要
件符合要求，使调查、查询工作一步到位，不走冤枉路。

（张乐田）

本报讯
3

月
20

日上午，在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寨蒿法
庭的“民歌调解室”，一对闹着要离婚的夫妻在听完一首劝歌后，

男方在低着头悄悄地擦眼泪，女方则走出法庭说：“法官，我不要
求离婚了，再给孩子他爹一个机会吧。 ”这是榕江县法院寨蒿法
庭运用民间山歌劝和一对夫妻的又一个事例。

榕江县民歌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该法院在深入基层调
查时发现，当地民间山歌不但愉悦身心，而且民间劝歌在促进婚
姻家庭和睦上有着其独特的作用。 于是决定在寨蒿法庭进行试
点，购置了沙发、电视机、音响设备，并按家居模式进行摆放，专
设一个“民歌调解室”，运用“民歌

+

法制”的模式，专门处理婚
姻、赡养、抚养、继承等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 同时聘请当地歌
师、歌手根据不同情况撰写歌词录制歌碟，法官因案因人播放。

为进一步发挥“民歌法庭”在寓教于审、化解纠纷方面的优势，该
庭还适时根据案情借助“外力”参与劝说，运用道德伦理、社会舆
论、亲情的力量解决纠纷，最终促进双方握手言和。

一年多来，“民歌法庭” 共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15

起，调
撤率达

100%

。 （罗应滔顾业成）

屯溪立审法官携手给力商事调解

本报讯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立案法官和商事审
判法官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携手调解”机制，进一步提高了案
件结案率和调撤率。从年初开始截至目前，该院共受理商事案件
51

件， 结案
42

件， 结案率达
82.35%

； 调撤
41

件， 调撤率达
97.62%

。

当事人一走进屯溪法院立案大厅， 立案法官就从了解诉讼
需求那一刻，带着“能不能调解，如何开展调解，怎样促成调解”

的疑问开始找寻调解的突破口。对于事实简单的案件，立案法官
即时转入速裁程序，召集双方当事人即调即结。对于比较复杂的
案件，先由立案法官唱“主角”，必要时商事审判法官积极给力共
同做好速裁调解工作， 速裁调解不成的， 立案庭及时移送审判
庭。案件移送到审判庭后，速裁唱“主角”的法官并不完全与案件
脱离，主动当好“配角”，对前期调解所掌握的争议焦点、主要症
结进行归纳，与商事承办法官共同研究调解对策，增强调解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在该院调撤的

41

件商事案件中，立案速裁或立
案法官唱“主角”调解的案件达

20

件，商事审判庭调解或唱“主
角”调解的案件达

21

件，“携手调解”取得较好效果。

（陈国华王浩丹）

今年以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积极响应“诚信安丘”建设目标，深入开展诉讼诚信体系建设，发挥执行社会联
动机制和威慑机制的作用，督促群众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取得良好成效。

图为
3

月
19

日上午，安丘法院组织法官走上街头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宣传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相
关知识。 任保江张建磊摄

3

月
18

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隆重举行庆祝“北京法院建院日”

集体宣誓活动。院长鲁为向
26

名初任法官颁发了任命书。

300

余名法官庄严
宣誓：为维护社会正义、捍卫法律尊严而奋斗。 李森张沛摄

大丰“三下乡”服务春耕受好评

本报讯为切实增强广大农民
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促进
农村基层组织依法自治，

3

月
19

日，河南省汝阳县召开派驻“法官村
长”工作动员大会，决定由县法院向
全县各行政村派驻“法官村长”。

“法官村长”是法官在做好法院
工作的同时， 兼职从事的义务性工
作。 主要从事普法宣传、巡回审判、

矛盾纠纷调解、 征求意见建议等工
作， 同时也有指导和监督村民委员
会依法自治的义务。

“法官村长”驻村工作，将坚持“三
个经常、四个必须”的常态工作法。 “三

个经常”就是要经常保持通讯畅通、经常
惦记村中事务、经常解决村民问题。 “四
个必须”就是每周必须一个电话沟通，确
保与村两委主要干部建立经常性联系，

及时了解工作；每月必须一次进村走访，

确保及时了解社情民意； 每季度必须一
次送法下乡，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讲、

版面橱窗、宣传单、宣传车等形式抓好普
法教育；每年必须一次工作通报，向村两
委会议或村民大会、党员大会、村组长会
议通报法院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争取更
多的信赖和支持，真正把自身融入农村、

融入农民，切实办实事、出实招、见实效。

（王新杰张晓）

汝阳法官驻村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通化法官唐德辉寒江赤膊勇救坠江女，英雄壮举感动群众———

本报讯在狠抓队伍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中， 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
院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将家属助廉纳入廉政工作体系，使
法院与家庭携手， 共同打造坚实的
廉政防线， 进一步增强干警的拒腐
防变能力。

2010

年至今，该院无一
人违法违纪。

据了解， 在每年的法院干警家
属恳谈会上， 吉安法院院长彭安平
要求每个干警家属当好干警的家庭
“廉内助”。 要求“廉内助”对法院干
警要管好家庭“廉政账”，常吹“廉政

风”；要及时提醒爱人廉洁司法、勤政
为民，做到自重、自省、自尊、自励，并
时刻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 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干事、勤勤恳恳工作；

“廉内助”还要做好
8

小时以外的监督
工作，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不拖
后腿、不吹歪风，当好反腐倡廉的宣传
员、守门员、监督员和战斗员。

此外， 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还及时
把廉政相关规定传达到每个干警家
属，使干警家属人人尽早进入角色，进
一步增强对干警业余时间监督的有效
性。 （刘红连）

吉安“廉内助”与法院共筑廉政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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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郭俊楠、郭俊城申请宣告张爱华失踪一案，经查：张爱华，女，

1977

年
8

月
23

日生，身份证号：

42068219770817512X

，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韩营
村

3

组。于
2003

年
4

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
张爱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薛集法庭联系。 公告
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湖北
]

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英傲申请宣告王秀英失踪一案，经查：王秀英，女，

1979

年
10

月
5

日生， 身份证号：

420682197910055183

， 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余起营村
7

组。于
2006

年
7

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王秀
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薛集法庭联系。 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湖北
]

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徐国琴要求宣告其丈夫姜涛死亡一案，经查：姜涛，男，满

族，

1964

年
10

月
1

日出生， 户籍所在地： 辽宁省开原市三家子乡南花楼村一组
74

号。姜涛原系“辽大金渔
85121

”号船船员。

2010

年
1

月
15

日，其随船返回大连
湾途中失去联系，经有关部门证明不可能生还。 现发出寻找姜涛的公告，公告期
为三个月。 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刘换娥申请宣告李忠死亡一案，经查：李忠，男，

1942

年
3

月
1

日
生，汉族，忻州市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职工，住忻州市云中路一巷一号，于

2006

年
11

月
9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李忠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山西
]

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翟永德申请宣告翟有国死亡一案，经查：翟有国，男，

1961

年
10

月
8

日生，汉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白塔社区翟家湾
1

组。 于
1998

年
11

月出走后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1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

年。希望翟有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云南
]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受理了申请人苏州吴越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申请宣告
票据无效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出票人为深圳润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收
款人为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票据号码为

02722216

、 票面金额为
1000000

元、 支付人为平安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1

年
3

月
1

日作出
(2010)

深宝法民催字
第

36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
GA/01 03058806

， 金额
249065.5

元， 出票人为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河南省信成医药有
限公司， 付款行招商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出票日期

2011

年
2

月
25

日， 到期日
2011

年
8

月
25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阳银行

GB/01 03861461

丢失， 票面金额
30

万元， 出票人为洛阳市电力物资供销公司， 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陶广锋（温岭市鑫亿汽车配件厂） 因所持有的交通银行洛阳分行

GA/

01 08920991

丢失， 票面金额
10

万元， 出票人为洛阳市电力物资供销公司， 申请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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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01

上接第一版许多党员舍小家
顾大家，“五加二”、“白加黑”，带头加
班加点、带头勇挑重担、带头承办大
案难案、带头迎战诉讼“洪峰”。 涌现
了一批以全国先进工作者张嵘、全国
优秀法官詹红荔、全省创先争优先进
典型金诚和“十佳法院”、“十佳法庭”、

“十佳法官” 为代表的先进单位和模
范人物，形成典型的群体效应。 全省
法院还把创先争优与创建司法品牌
有机结合，精心打造涉台、海事海商、

知识产权、少年、涉军维权等审判特
色品牌；做优“司法大走访”、“帮扶企
业渡难关”、“走访民情解忧困” 等司
法服务品牌； 做强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破解工作难题、推进阳光司法等
创新品牌。

2008

年以来，先后有
476

个集体和
1003

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
表彰，

30

多项工作被评为全国先进或
在全国会议上交流经验。

抓责任带机制
福建法院健全党建工作“一把

手”负总责机制和“一岗双责”机制。

省高院党组经常研究党建工作，对党
建工作逢会必讲，始终强调党组书记
是抓党建第一责任人，党组书记每年
都坚持与省高院班子成员、各中级法
院、厦门海事法院签订抓党建工作责
任状。 各中级法院、厦门海事法院也
认真落实党组书记、院长抓党建“第
一责任人”职责，将党建工作纳入队
伍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考评，

做到党建工作与审判业务同研究、同
部署、同检查，使党建工作与审判工
作目标同向、部署同步、成效同显。全
省法院每年组织一次党建工作考评，

并把考评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工作实绩评定的重要内容，作为干
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和奖励惩戒的
重要依据，有效地激发各级法院抓系
统党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把党建
工作的“软指标”变成了“硬任务”。

抓党建带全盘
通过以党建带队建， 以队建促

审判， 推动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和促进
公正廉洁执法上取得新成效。 这是福
建法院抓党建工作的又一“法宝”。

全省法院狠抓执法办案， 以年均递增
13.63%

的速度办结各类案件。 其中
2010

年审执结各类案件
43.9

万余件，

法官人均办案
101.7

件， 同比增加
8.7

件。 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期
待， 全省法院全面落实司法为民措
施， 深入推进“司法大走访” 活动，

开展司法进乡村、 进社区、 进海岛、

进企业、 进学校、 进军营等司法“六
进” 活动， 推进立案、 庭审、 执行、

听证、 文书、 审务司法“六公开”，

建成标准化诉讼服务中心和“

12368

”

司法信息公益服务平台， 推进庭审全
程同步录音录像、 视频开庭提讯和裁
判文书上网， 开展法院开放日等活
动。

2010

年全省法院一审服判不上
诉的占

91.7%

， 上升
1.11%

， 一审民
商事案件调撤率达

71.37%

， 同比上
升

1.83%

， 审判质效指标在原有的基
础上又有新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