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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防线》， 我很受教育， 很受启
发， 很受鼓舞， 也很受感动。

一、 这是一部弘扬司法精神、 展示当
代法官风采的好作品

电视剧《防线》 故事很好， 名字取得
也很好。 我认为， 司法工作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的防线内涵。 第一， 它是党的威信、

党的形象甚至党的生命的重要防线； 第
二， 它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防
线； 第三， 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防
线。 《防线》 剧情表现了司法群体“为大
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的理念。 通过电视
剧的宣传， 不仅展示了当代法官的精神风
貌， 也让老百姓充分了解了法官们的工作
和生活。

二、 这是一部反映法院系统现实题材
的好作品

一般来讲， 法院工作就是打官司， 就
是调解或裁决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 我认
为， 法院工作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法” 与
“权” 之间的较量， “法” 与利益之间的

较量。 电视剧的编导们， 能够紧扣时代主
题， 直面我们国家在转型和变革时期的代
表性、 突出性矛盾， 对“法”、 “权” 和
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刻地挖掘、

刻画和剖析， 使观众深切感受到法院工作
所具有的挑战性与艰巨性， 给观众带来冲
击和震撼。

三、 这是一部反映法官群体奉献和牺
牲的好作品

《防线》 中的法官们并非完人， 但他
们对待工作都是那么的投入与执著， 在自
己的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坚守与奉献。

我是一名军人， 很清楚军人在需要的时候
就得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我想， 其实法
官也和军人一样， 在许多情况下， 不仅需
要面对名与利的考验， 而且需要面对生与
死的考验。 譬如， 法官魏强同志， 明知自
己从事的工作有挑战和危险， 但还要勇敢
地投入战斗。 就是通过一个个平凡的故
事， 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感受
到法官群体的可亲可爱可敬。

《防线》 不仅使我感悟到了国徽与天
平背后的那份坚守， 更对我个人的职业道
路规划与法治观念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防线》 取材于地方人民法院实际审
判及执行工作， 反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的全貌， 选材新颖， 视角独特， 令人耳目
一新。 该片人物关系线索错综复杂， 既反
映了当前各种社会矛盾， 更彰显了人民法
官在处理重点、 难点问题时的政治能力与
业务素质。 激发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学习热
情， 弘扬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 坚
定了人们的法律信仰。

《防线》 描绘出一名尽职的法官、 合
格的共产党员应具有的素质， 为我们广大
学子树立了榜样， 在未来职业道路的选择
规划方面， 对法学学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
示范作用。 在从事法律职业， 尤其是法官
前， 我们要对于将来面临的困难做好充分
的思想准备。 《防线》 契合人民法院工作

现实， 显示出极强的司法专业与规范性， 使
我们法学学生在观看该片时能够有所学习、

有所见识， 犹如又一次的专业实习。

为拍好这部
讴歌人民法院的
主旋律作品，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对该剧高
度重视并指示：

“力求拍出一部
反映人民法官时
代风貌的精品。”

作为该剧的导
演， 我深感责任
重大。

当前， 电视
仍为第一媒体，

受众最多， 影响
最大。 电视剧又
是电视媒体中重要的艺术形式， 对社
会文化形态、人的思想观念，起着重要
的导向作用。

《防线》 通过一组组个性鲜明的法
官形象的塑造，凸显了人民法官的可爱
可敬。 一部法院题材的电视剧要叫得
响，让老百姓喜欢，应该说创作难度相
当大。 因此，我们在创作修改剧本的过
程中，有针对性地组织演员深入到最基

层法院，通过采访、

参与庭审等一系列
活动， 提升他们对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的理解。 我与主要
演员高曙光、 马睿
在拍摄每场戏时，

不断地进行交流，

总想找到最准确的
切入点和表演的情
感基础。 在全社会
倾情关注法律和道
德建设的语境下，

塑造了一系列有思
想、有追求、懂法敬
法的法律工作者形

象。《防线》直面社会现实，指陈复杂的时代
矛盾，勇敢地提出了保证社会公正底线不
出纰漏、提高执法队伍法律和道德水准的
尖锐问题。

我相信电视剧《防线》的播出，一定会
让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人民法院
的审判和执行工作，对提升人民法院整体
新形象，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提高
全民法治意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防线》是第一部以讴歌基层法院执行
干警为主线的法院题材影视剧， 这部电视
剧最特别之处， 就在于它是我们基层法官
在用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来诠释我们身边的

人、身边的事，真实亲切。

特殊的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法官的
特殊品格。 和剧中的乾海法院干警们一样，

基层法院的法官们每天打交道的，已经很难
用一句当事人或诉讼群众来涵盖， 贪腐官
员、上访群众、媒体记者、执行老赖、黑恶势
力……每一个称谓背后都有着属于这一类
人的特殊生活背景和社会心理；法官们所面
对的案件也不再只是家长里短、 欠债还钱，

从一个企业的存亡到一个地区的稳定，许多
案件的社会影响，已然超过了它本身的法律
意义。《防线》生动再现了在审判法庭之外鲜
为人知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当今司法环
境最集中的体现和最真实的写照。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人印象很深， 在夏
紫怡准备登机出国时， 她特别感谢高维民
法官为她的公司和员工所做的一切， 并亲
手将自己的别墅和汽车钥匙交给高维民。

这是一种对法官的信任， 更是一种对司法
的信任。

首先， 这部电视剧较为准确地呈
现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特点。 人民
法院所办理的执行案件， 往往案情复
杂、 矛盾突出、 难度较高， 《防线》

这部电视剧， 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为
创作题材， 内容真实可信， 将人民法

院面对复杂、 疑难执行案件时迎难而上
的精神， 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任务重、

责任大、 难度高” 的典型特点， 通过艺
术的、 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全社会
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起到了很好的普及宣传作用。

其次， 这部电视剧较为生动的表现
了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群体形象。 在一
定程度上， 能够对人民法院执行队伍起
到模范典型作用， 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作为执行法官， 不仅需要全面、 准确的
法律政策水平， 处理问题、 解决矛盾的
智慧和策略， 更需要在困难、 压力面前
坚持不懈、 敢于拼搏的意志品质。

再次， 这部电视剧与人民法院正在
开展的“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 结合紧
密， 现实性较强。 在一定层面看， 通过
这部电视剧的播映， 能够使社会各界充
分认识到反规避执行的重要性、 艰巨
性， 增强公众的法治意识， 强化生效法
律文书必须履行的理念， 加大对规避执
行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自动履行的自
觉性。

时代的强音 情感的震撼

一部反映人民法官时代风貌的影视剧精品

———电视连续剧《防线》研讨会发言摘要

为基层法官的平凡感动

《防线》生动表现了执行法官群像

感动于法官群体的奉献与牺牲

献身司法 无悔青春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研
讨会上表示， 法院要重视利用影视做法
制宣传工作。 他提出了三点想法。

一是法院应该重视法制宣传， 法
院应该作为宣传的重要基地。 把司法
制度和有关司法资料、 经验宣传出去，

这对国家是很重要的。 有关执法方面
的资料储存法院是最丰富的， 法院应
该主动承担起法制宣传的重任， 向社
会宣传法制观念的重要性。

二是法制宣传要把握好分寸。 一
些大报、 刊物， 包括电视台影视剧都
对法制宣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现
在确实存在把握不好分寸的问题， 应
该重点宣传的今后要重点宣传。 根据
我国老百姓法制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

要建立一些基层的普法宣传机构。 同
时要科学建立司法权， 现在存在一些
老百姓打官司， 到处想法子， 结果走
了一圈弯路后， 最后还是又回到了法
院的情况。 另外， 在法制宣传中， 要

注重司法权威的树立， 并且要让普法宣
传在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 防止违
法犯罪行为。

三是要重视影视的法制宣传作用。

电视跟其他形式的宣传比较起来， 作用
更大， 听报告、 看书和看影视都是接受
宣传的方式， 当然看书的人比听报告的
多， 看影视的比看书的人多。 影视宣传
非常重要， 这次《防线》 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了， 还是在黄金时段播放， 相当不
简单。

《防线》 充分展现了新时期的法官形
象， 体现了法院工作涉及的困难， 向社会
宣传了法官职业的神圣， 展现了法官的艰
辛， 这样社会才会对法官多一些理解， 对
法院多一些支持。 现在社会对法官的不好
评价也有， 因此， 我非常赞成这种影视宣
传。 编剧王福伟为全国法官做了件大好
事， 这个剧是写执行法官的， 希望你再写
一个审判法官的。

（根据刘家琛讲话记录整理）

要重视影视的法制宣传作用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防线》导演栾逢勤

全国人大代表、

61046

部队二处
研究员冉崇伟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诉审查
室副主任张元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中国行为
法学会会长、 《防线》 顾问刘家琛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政治处姜巍巍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李宇龙

《防线》 以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
快速发展， 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为时代
背景， 以基层法院为载体， 描述了一
桩执行案件引发的曲折故事， 题材新
颖、 有思想深度， 是真正近距离贴近
群众， 富于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 它
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的法官群体新形
象， 是一部反映当代法官精神风貌的
好作品。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防
线， 法官是坚守防线的卫士。 社会
公平正义， 是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

是人们共同的渴望与追求， 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基础。 《防线》 展示了
社会正义的存在和不可侵犯， 展示
了人民法官用真诚和生命匡扶正义
无私奉献的精神； 展示了人民法官
捍卫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正， 时刻
维护司法权威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的事迹； 展示了人民法官立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忠诚践行
“公正、 廉洁、 为民” 司法核心价值
观的风采。

《防线》 塑造出了真实可爱充满

活力和具有时代气息的基层法官群体，

该剧的播出有助于促进社会各界对人民
法院审判、 执行工作和法官队伍的认
识、 理解和支持， 有利于提升人民法院
形象，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
全民法治意识的提高。

法官是守卫社会正义的重要防线

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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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波、刘敏：本院受理原告芜湖安达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09

）鸠民二初字第
2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

安徽
]

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王峰： 本院受理原告汤友建诉你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0

）铜民一初字第
427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安徽
]

铜陵县人民法院
段书文（台湾省台中市人）：本院受理原告念珠英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岚初字第
14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平潭县人民法院
林丽玉（香港人）：本院受理原告郑建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岚初字第
994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平潭县人民法院
钟可琪：本院受理原告黄延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蕉民初字第
146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

福建
]

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高银华
:

本院受理深圳市联金新烽实业有限公司诉高银华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深
宝法民一初字第

30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苏丽容：本院受理原告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霞洞信用

社诉被告苏丽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0

）电法民初字第
108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电白县人民法院
克日则论莫：本院受理张立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深民初一字第
178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河北
]

深州市人民法院
叶留法：本院受理的张水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偃翟民初字第
14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翟镇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河南
]

偃师市人民法院
李永喜：本院受理的杨杰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偃翟民初字第
113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翟镇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河南
]

偃师市人民法院

董先锋： 本院受理的马润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偃翟民初字第
122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翟镇法庭领取， 逾期
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河南
]

偃师市人民法院
赵国协： 本院受理原告刘红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经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沙民初字第
1156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荆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北
]

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温玉平： 本院受理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望
民初字第

124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南省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南
]

望城县人民法院
曾秀连：本院受理原告黎玉华与你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崇民初字第
129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西
]

崇仁县人民法院

古晓丰： 本院受理原告曹靖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泰民初字第
673

号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西
]

泰和县人民法院
辽宁金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华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阳市工业安装工程公司大华分公司诉你
们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款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作出的（

2001

）东民初字第
1219

号民事判决书中文字上有笔
误，应予补正，现裁定如下：判决书原文第一页上数第一行“沈
阳市工业安装工程公司大华公司”现改正为“沈阳市工业安装
工程公司大华分公司”。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

辽宁
]

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
白继善：本院受理原告刘干诉被告沈阳东北广厦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沈阳东北广厦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杰一分公司及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苏
民初字第

3002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你给付原告刘干货款
368991.60

元。 被告沈阳东北广厦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李海： 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华诉你其他居间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9

）顺民一初字第
0077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之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
民法院。

[

辽宁
]

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谢宝新： 本院受理邓真诉你及铁岭嘉恒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杜述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1

）铁开民一初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铁
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
谢宝新：本院受理王大强诉你及铁岭嘉恒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杜述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1

）铁开民一初字第
2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铁
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
谢宝新： 本院受理李明诉你及铁岭嘉恒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杜述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1

）铁开民一初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铁
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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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影视中心和山东、 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

25

集电视连续剧《防线》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中央电视台第
8

频道黄金时段成功首播。

本报日前特邀请各方专家和观众代表召开专题研讨会， 就
《防线》 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等进行深入探讨， 现将与会
代表发言摘录如下， 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