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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年的守护希望之旅

———记福建省邵武市法院少年审判工作
本报记者梅贤明本报通讯员林栎祝邵福

洛阳：680起案件庭审将网络直播

在“训”字上打基础在“练”字上求实效
成铁中院开展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

1991

年组建少年审判庭至今，福建省邵
武市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走过了

21

年的
发展历程。

21

年里，有
100

余名获得新生的
少年复学、就业，重新迈向正常的人生轨迹。

尤其是近
3

年，

11

名少年重返校园后，

2

人考
上了大学，

2

人考上了大专，

7

人考上了中专
学校；

80

余名少年在法官的帮助下找到生活
出路，未再重新犯罪。

21

年关爱汇聚少年审判
1

月
10

日， 福建省未成年人犯管教所又
迎来了带着新年贺卡、书籍和生活用品的邵武
法院少年庭法官。春节期间前往少管所看望邵
武籍少年犯，已经成为该院少年庭成立以来不
曾中断的帮扶传统，至今年整整

21

年。

小黄从
1998

年起，年年春节前夕都会见
到少年庭的法官们， 直到

2009

年
11

月刑满
释放出狱。 如今已是晋江某服装厂高级技工
的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2001

年临近
春节前， 法官为我捎来了养父母家寄来的一
大旅行袋崭新的衣服和食品， 这是我

3

年来
第一次收到他们送来的东西。 ”

自从这“第一次”后，小黄不再抗拒改造，

多次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 而法官却为此整

整奔波了
3

年。小黄被生父母遗弃后，养父母
一家对其百般呵护， 但小黄却因多次参与抢
劫被判无期徒刑， 养父母全家决意与其断绝
关系， 送监后的小黄成为“三无少年”（无父
母、无亲人探视和无信件邮包），一度失去了
改造的信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少年庭法官
多次前往小黄养父母家中沟通联系， 从被轰
出大门、到通过半开门隙对话、直到最后走进
大门面对面沟通， 小黄的家人终于开始接纳
法官。

2001

年春节前，其家人特意委托法官
带给小黄一大袋崭新的衣物和食品。

“永不放弃全力挽救每一个少年犯” 是
邵武法院少年庭审判宗旨， 面对这一特殊群
体， 他们践行“温情司法” 的理念， 坚持走
进高墙， 温情感化， 邵武籍少年犯的改好率
10

多年来始终处于该所前列。 今年， 他们
还捐赠建设成立“爱心图书室”， 让这些特
殊的“学员” 能够接触更多的新知识， 以便
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

21

年守护成就爱心法官
邵武法院少年庭庭长林星荣自己也记不

清曾经帮助过多少名刑满释放的失足少年找
到工作，但他却对个中“奥妙”颇具心得：“很

多时候， 我会跟用人单位的负责同志说孩子是
我家的亲戚，就这样，一个个孩子都还能比较顺
利地找到工作。 ”

小钱
16

岁时就离开贵州到邵武打工，偷盗
老板的两部手机让他过早地背上了不良的人生
记录。 小钱出狱那天，林星荣请他下了趟馆子，

晚上还安排他住进旅馆。 第二天准备送小钱回
贵州时，他表示希望继续留在邵武学习厨艺，林
星荣二话不说，立马为其联络培训学校，还掏出
600

元钱放在了小钱手里。“他们走上正道，面临
的最大困难是社会的排斥与歧视，这时候，扶上
马再送一程就显得很重要。 ”林星荣如是说。

在邵武法院少年庭，常常为少年“再送上一
程”的还有女法官吴雪芬。将离婚案件中双方都
不愿意扶养的小女孩带回家中， 和自己的小孩
同吃同住的故事在邵武市早已家喻户晓， 看到
自己的女儿在法官家里被照顾得像个小公主，

小女孩的母亲感动了……

爱在悄无声息中传递着。 林星荣一次和朋
友外出就餐， 结账时， 发现已经有人帮他“埋
单”，付款人留下一个纸条，写着“一个您曾经判
过并帮过的少年犯”；小女孩的母亲在农村社日
到来之际， 多次邀请女法官吴雪芬到乡下吃包
糍， 吴雪芬却说：“给孩子一个良好环境健康成
长，就是对我最好的馈赠了。 ”

21

年耕耘收获累累硕果
4

月
1

日，一块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在
邵武四中举办。 邵武法院少年庭法官每学期都
会精心筛选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例编辑成
册，通过以案释法巡回报告、图片宣传展览、模
拟法庭、 组织参观监所等多种形式深入学校开
展法制教育宣传活动。 少年庭法官还长期被各
中、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积极为青少年的成
长和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和帮助。

2006

年
以来为学校上法制课近百场， 受教育人数达

9

万余人次，邵武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制教育课，

已成为当地教育系统的“知名品牌”。

21

年中，邵武法院少年庭坚持教育、感化、

挽救方针，探索建立“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法情
相融、多举并用”的涉少审判维权机制，将帮扶
工作向审理前后最大限度延伸； 率先在闽北试
行“圆桌审判”，体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文司
法关怀；

2005

年，还签发了福建省首份《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监管令》，切实解决未成年缓刑犯与
家庭脱管的问题。 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优秀
青少年维权岗”、“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是福建省法院唯一获得“全国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贡献奖”的先进集体。

本报讯 （记者舒沁通讯员
岑孟棒）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微博”

从一个时髦用词， 渐渐成为广大网民熟
知的事物，“织围脖” 也成为网民的网络
生活重要内容。

4

月
8

日，浙江省宁波市
海曙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新浪网上正式
开通了名为“海曙法院执行局”的微博，

公布了法院的举报电话， 用微博来悬赏
“老赖”，推进执行工作的开展。

“在此微博中将陆续发布一些被执
行人的信息， 欢迎广大博友提供线索。

我局对举报人予以保密， 并对提供的线
索进行核实， 同时将根据案件的执行效
果给予举报人一定的奖励。” 这是“海
曙法院执行局” 微博上的第一条讯息，

下面则是几条被执行人的信息。

海曙法院副院长周家骥表示， 为
该院执行局开通新浪微博进行悬赏执
行， 旨在借助网络力量查找被执行人
及其名下财产， 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
权威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此海曙
法院还专门制定了《海曙区法院微博
悬赏执行实施办法》， 明确了微博悬赏
的条件和申请规定。 法院鼓励广大网
民提供执行线索， 并根据实际执行效
果给予举报人一定悬赏金， 希望借助
微博， 借助网络和网民的强大力量，

破解被执行人难找、 执行财产难寻的
执行困局。

由于该微博刚刚注册开通， 目前
“粉丝” 并不多。 该院负责微博更新的
执行法官告诉记者， 他们将在微博上不
定期公开一些“老赖” 照片和身份信
息， 向广大网民进行悬赏， 希望通过热心群众的配合， 让关注
该微博的人多起来， 让“老赖” 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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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8

日， 河南洛阳召开全市法院宣传暨网络工
作会议， 记者了解到， 今年洛阳市两级法院将对

680

起案件进
行庭审网络视频直播。

今年洛阳市两级法院将从依法公开审理的各类案件中，选
择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法制宣传教育意义
的案件进行庭审网络视频直播。此外，全市两级法院进行的巡回
审判、社会法庭调解案件将首次纳入网络视频直播范围。群众如
想观看洛阳中院的庭审网络视频直播，只需打开“洛阳法院网”

（

http://hnlyzy.chinacourt.org/

），点击“庭审直播”，就可以实时收
看和监督案件庭审的全过程。各基层法院网站也具备同样功能。

此外， 今年全市两级法院还将通过“公众开放日” 邀请人
民群众到法院实地参观， 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通报社会关
注的典型案件办理情况， 积极推进司法公开。 （赵越）

本报讯 （记者王书林通
讯员张永霞陈铁军）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
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
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
回避的规定》， 在两级法院中健全和
落实“单方退出”的司法回避制度，凡
是符合回避条件的，一律调离审判执
行岗位。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任职回避规
定发布后，乌鲁木齐中院对所有法官
家庭情况进行充分调查了解，要求凡
是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官自己提

出申请，对未提出申请的由政工部门
拿出调整方案， 凡是符合回避条件
的，一律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这项回
避举措设置了最为严格、最为彻底的
“物理隔离”，旨在力避法官私人利益
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防止人情
关系对法院审判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该院近日已将
3

名法官调整到
综合部门。在不打折扣执行回避制度
的同时，注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
工作，政工部门与符合回避条件的法
官谈话，疏通思想，打开“心结”，让他
们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在新的
岗位上做出成绩。

法官任职回避工作中， 乌鲁木齐
中院党组专门作出部署， 组织两级法
院政工部门， 认真学习最高人民法院
的任职回避具体规定，要求各区（县）

基层法院尽快完成此项工作。 高新区
（新市区）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最高人民
法院法官任职回避规定，

3

月
28

日，院
党组决定对审判人员中符合回避条件
的法官从审判业务一线调离，

4

名配偶
从事律师工作的法官已调整到综合部
门新的工作岗位。 通过调查摸排和思
想动员，目前乌鲁木齐市、区（县）两级
法院已有

17

名符合回避条件的法官
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乌鲁木齐：坚决调离符合回避条件法官

本报讯自全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活动开展以来， 成都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坚持“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训”字上
打基础，在“练”字上求实效，深入开展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活动。

该院党组提出“规定动作不能少，自选动作要创新”的总体要求，力求通
过大练兵活动，全面提高法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和体能素质，提高驾驭复杂
局面、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

公正执法的司法警察队伍。

按照“大练兵”活动第一阶段实施计划要求，在确定“周四前小训练，每
周五大训练”的前提下，为保证工作、训练两不误，支队领导组织法警广泛开
展了灵活多样的活动。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自练相结合的方法，从最基础的
业务技能练起，从最急需的体能练起，从贴近队伍正规化建设需要练起，着
重对警容风纪、押解、值庭、看管、安全检查、手铐使用方法等专业知识和业
务技能等方面加大训练力度，规范法警文明执法、行为举止和警械使用，强
化纪律作风教育。 同时，为确保实战工作的需要，该院党组针对执行案件的
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巧妙的方法，有意识地安排法警对社会影响大，抗拒执
法的三起重大案件开展集中执行活动。执行活动既彰显了法律的威慑力，又
锻炼了法警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目前，按照《成铁两级法院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该
院将对第一阶段不达标的法警进行
补训，同时将派人检查督导各基层法
院开展练兵活动。 （周志刚）

本报讯 “现在打官司都可以在自己家了，真是太方便了。 ”近日，江西
省上饶县人民法院郑坊人民法庭到该县郑坊镇楼村村巡回审理一起房屋相
邻纠纷案，经过法官的调解，原告方在向法院申请撤诉后说。

今年以来，上饶法院针对辖区范围大、农业人口多的特点，积极探索适
合农村特点的审判方式，在全县开设了

18

个巡回审判法庭，扎实开展巡回
审判“四进”活动，即将法庭搬进企业、社区、学校和乡村，切实解决基层群众
诉讼难问题。 据了解，该院各巡回审判法庭设在各乡镇政府驻地，并在偏远
村庄设立便民诉讼点，实行“一村一法官”制度，此举有效加强了法院与当事
人的联系，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为广大地处偏远农村的群众提
供了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

同时，为加大巡回审判力度，该院根据立案情况选取人民群众密切关注
的离婚、追索赡养及抚养

(

育
)

费、继承与收养、相邻纠纷、损害赔偿及一般合
同纠纷等典型案件积极开展巡回审理。此外，该院基层人民法庭审判人员还
定期到巡回审判庭、巡回审判点办案，形成基层人民法庭、巡回审判庭、巡回
审判点三位一体的便民诉讼网络体系。

据统计，

2010

年以来，该院共巡回审理各类案件
676

件，巡回审判率达
66.32%

，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王亚龙）

上饶：巡回审判加强典型案件审理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２２

号（南区）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６２

法院公告咨询：（

０１０

）

67550885\6\7

法院公告传真：（

010

）

67114866

广告咨询：（

０１０

）

67550870

广告传真：（

010

）

6719541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
００４７

号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零售：每份
0.90

元印刷：

殷兆洲（又名殷照洲）、王玉秋；关于申请执行人江云申请执行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准南市潘
集区人民法院（

2010

）潘民一初字第
0067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11

）潘执字第
00178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 限你们在接到上述文书七日内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诉讼执行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安徽
]

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
甘肃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临洮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直属公司与你公司建筑施工

合同履约纠纷两案，因你公司已停止营业，现依法公告向你公司送达本院（

2011

）兰法执字第
058

、第
059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惠丰堂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2010

）筑小法民初字第
506

号民事判决书，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法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筑小法执字第
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如下
义务：

1.

向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6930

元；

2.

支付延迟履行债务期间双倍利息。 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

贵州
]

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
范国民：本院执行的秦春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益赫执字第
117

号执行通知，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2010

）益赫民一初字第
895

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直至执行
完毕。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湖南
]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高长庚：本院执行的雷健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益赫执第
131

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偿还雷健康借款
100000

元
及利息等其他相关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湖南
]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泸溪县锰业化工厂、龙晓君：本院受理湘西自治州三泰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泸溪县锰业化工厂买卖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1

）泸执字第
14

号执行通知书、追加执行当事人第
14-1

号裁定
书、查封房产第

14-2

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
(2010)

泸
民初字第

269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
,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湖南
]

泸溪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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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1

日起启用
了专门用于邮寄法院公告的邮签。 作为一种邮
资总付凭证， 它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邮政系统及
法院收发人员的重视程度， 确保刊登有法院公
告的样报能及时准确地邮寄到承办法官转当事
人手中。 专用邮签贴在每件公告专用信封右上
角后由指定邮局盖戳邮寄。 这样一种专用邮签
实寄封，包含了“承办法院、承办法官、报纸出版
日期和刊登版别、送达人与受送达人名称、承办
邮局、邮寄时间”等多种信息，体现法院文化特
色，是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工作的重要见证物。

受中国法院博物馆委托，我们将对
2010

年
下半年的公告专用邮签实寄封进行征集（特别
是

7

月
1

日、

7

月
3

日、

12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

月
1

日的邮签实寄封），欢迎广大承办法官向我
们捐赠字迹印戳清晰、品相好的邮签实寄封，中
国法院博物馆将向捐赠人出具《收藏证明》，并
在法院公告网（

www.rmfygg.com

）上刊发入选实
寄封图片。

邮寄地址：（

100062

）人民法院报社
法院公告部李学东

联系电话：

010-67550860

人民法院报社法院公告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征集《法院公告专用
邮签实寄封》启事

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活动专栏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官湖法庭牢固树立群众观念，专门设立“诉讼服务流动站”，深入田间地头、乡村院落，

“零距离”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服务，赢得人民群众广泛称赞。

图为
4

月
11

日，该庭法官在官湖镇墩上村现场调解一起相邻纠纷。 王锴摄

本报讯
4

月
8

日，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季度审判
质效数据出笼。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3

月，该院共执结各类案
件

27

件， 到位金额
977.02

万元， 实际执行标的到位率首次达到
100％

。“能够实现到位率
100％

的目标，得益于我们推行的硬化目标
任务和强化诉讼保全相结合的举措。 ”该院执行局局长张镇勇说。

重庆二中院地处三峡库区腹地，辖区经济发展滞后，案件执
行常常面临标的金额不能全面到位的困境。 为此，该院采取“定
时间、定人员、定任务和包案件质量”的“三定一包”措施，将任务
分解到组，责任落实到人，大力推行执行工作月报月查制度。 坚
持奖励与惩罚并重， 凡没有法定原因而不能全面兑现标的金额
的，均通报批评，并给予相应的处罚，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标的金
额不能全面到位的现象发生。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确保执行标的金额到位，该院坚持
立案审理执行各环节通力协作配合，切实强化诉讼保全，要求
负责立案的法官在审查受理涉及财产给付内容的案件时，必须
就财产保全的作用、程序和条件向当事人进行主动释明，告知
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对被告的相关财产予以查封、 扣押或冻
结；对于申请诉讼前财产保全的，由专人审查办理，符合条件
的，在

48

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适宜诉
前保全的，也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可以在起诉后申请诉讼保全。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 要求审判法官在诉讼阶段应积极主动地向当
事人就诉讼保全的法律制度进行释明， 使权利人能依法向法院
申请诉讼保全，或者法院在查清义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依
职权及时采取诉讼保全， 确保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后能够顺利执
结。 据统计，今年

1

至
3

月，该院近
40％

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民商
事案件均依法进行了诉讼保全， 从源头上有效提高了执行标的
金额的到位率。 （张智全）

硬化目标任务强化诉讼保全

重庆二中院季度执行标的到位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