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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有“颜色”的，这是
8

月
10

日，记者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蹲守”了一天后的深切感
受。

这“颜色”，体现在诉讼服务中心
在装饰细节上对色彩的精心选择，让
庄重严肃的法院有了简约却用心的对
色彩心理学的人性化运用， 而且在这
些色彩的背后， 也让一个个当事人对
诉讼服务中心乃至整个法院的印象加
了分。

让我们走进辽宁高院的诉讼服务
中心，感受这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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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辽宁高院的西门， 在办公大
楼浅色花岗岩立面的柱子上， 一块红
底白字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的牌子特别引人注目，文字
上面的法徽也是红色的，像一团火，绽
放在人眼前。

每一位走进诉讼服务中心的群
众，都能感受到这团火，感受到诉讼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那满腔的热情。

“您好！ 请问您是来办什么事的？ ”

见有当事人进来，导诉员殷培华露出她
招牌式的微笑，她和另外一名导诉员李
娜， 每天要发出两百多声这样的问候，

两百多，也正是诉讼服务中心平均一天
的接待量。 微笑，问候，热情，是许多当
事人对这里的第一印象，也是对诉讼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

因为刚上班，来的群众比较多，安
静的大厅顿时热闹了起来。 除了来立
案的，还有来进行咨询和查询的，有递
交案件材料的，有办理公告的，取号，

等候，叫号，办理，宽敞明亮的大厅里，

运行着一条秩序井然的诉讼服务“流
水线”。

在大厅左侧的法官会客区， 记者
见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律师， 他们代
理了一起某银行诉沈阳某集团公司及
其关联企业的系列借款及担保合同纠
纷，

7

月份已经立完案了，此次是专程
来给法官递交一些补充材料的。

“我们是第一次来辽宁高院打官
司，对于他们的立案工作，我们特别特
别满意！”其中一位叫赵敏的女律师毫
不“吝惜”她对诉讼服务中心工作的夸

奖，“不仅热情，而且细致周到，帮助
我们顺利完成了这个‘超级大案’的
立案工作。 ”

赵敏口中的“超级大案”标的额
达

20

多亿，被告共有
379

个，光起
诉状就提交了

386

份，证据材料将
近

13000

页。

“由于案情复杂，今年
5

月份我
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只带来了一拉杆
箱未经整理的借款合同等材料，想
先来商讨一下该纠纷可否立案以及
如何立案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想法
是最好能立成一个案件解决。 ”

由于这是辽宁高院立案史上前
所未有的一桩巨额、超复杂的大案，

为了准确指导原告立案， 立案一庭
副庭长兼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华锋带
领副主任姜丽、 立案法官韩梅等组
成了一个专门的合议庭， 先后

5

次
对原告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指导。

“本来我们是考虑立成一个案
件的，后来华主任他们认为，这么大
的案件立成一个案件交由一位法官
办理， 无论是程序性工作还是实体
性工作都难以快速高效进行， 审理
的效率效果难以保障， 同时还会存
在一些管辖权的问题。 他们经和相
关庭室沟通之后， 建议我们分成

7

个案件立案， 我们律师团进行了研
究之后认为华主任分析得很有道
理，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赵敏说。

两个月后的
7

月
26

日，

7

个案
件完成了全部立案手续， 移交辽宁
高院民二庭审理。 “每次来，看到门
口那块红色的大牌子， 我就感到特
别温暖，有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甚
至觉得‘诉讼服务中心’这六个字里
‘服务’两个字好像特别大。”赵敏最
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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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服务大厅里，最显眼的
是休息等候区那几排皮面座椅和法
官会客区的皮沙发，还有办事窗口
外当事人坐的转椅，它们都是浅绿
色的。

“椅子和沙发的颜色是我们院
长王振华亲自挑的。 ”诉讼服务中
心主任华锋说，“原来立案大厅的座

椅都是冷冰冰的铁椅子， 现在改用皮
椅和沙发，不仅更加舒适，而且浅绿色
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能让人安
静，象征着和谐和宁静。 ”

“来打官司的人往往是满腹怨气
怒气冲冲的，至少心情不会太好，现在
诉讼服务中心有了这么一个优良的环
境，尤其是这一片‘绿色’，可以起到缓
冲抚慰当事人情绪的作用。”华锋说起
色彩心理学来，已经头头是道了。

这种“绿”也深植在诉讼服务中心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心里， 遇到一些情
绪激动的当事人，他们都会耐心劝解，

让当事人消去怨气和怒气，满意而归。

今年
6

月
1

日上午， 一位叫王玉
春的老人来到诉讼服务中心， 在材料
收转窗口要求给法官递交材料。 按照
规定， 工作人员应先联系办案法官后
才能接收材料，但由于当时联系不上，

老人有些着急， 加上对原审判决有意
见，脾气大发，在大厅里大声喊叫说法
官枉法裁判，引起了群众的围观。

为缓和老人激动的情绪， 材料收
转窗口的工作人员陈思冰、 孙慧等人
一边微笑着劝她不要急， 一边扶她到
座位上喝水，可是不奏效。陈思冰等人
没有反感不理， 继续和声细语地耐心
劝解，并积极地联系上了承办法官，将
诉讼材料递交到了法官手里。这时，老
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临
走时感动地说：“你们的服务太好了，

我一定给你们送一个锦旗来。 ”

6

月
3

日下午， 王玉春老人真的出现在诉讼
服务中心， 她送的锦旗上写着：“为保
证安定和谐，服务态度暖如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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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诉讼服务大厅经常忙碌着
的身影，她就是姜丽，诉讼服务中心的
副主任。 姜丽负责的是咨询和查询窗
口，同时也是大厅的值班法官，只要窗
口的事务闲下来了， 她就会在大厅里
来回巡视，看看当事人有什么需要，或
者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正和记者交谈的时候， 姜丽突然
说了声“对不起”，便走到一个窗口前，

转动了一下座椅。原来，办事的当事人
刚走，椅子被带歪了，姜丽去调整了一
下座椅的方向，使座椅朝向窗口。

“您还真细心。 ”记者说。

“大家都说我好像是酒店的大堂
经理，这是我天天都要做的事，这样再
有当事人来坐就方便了， 而且显得整
齐，大家看着也舒服。 ”姜丽笑着说，

“毕竟咱这是窗口， 代表着法院的形
象，每个细节都要做好。诉讼服务中心
没什么大事， 不过每天就做好这些小
事也不容易。 ”

看着身着浅蓝色法官服的姜丽，

显得那样沉稳、干练和从容，记者突然
觉得，这蓝色，让人油然产生一种信任
感。

来自沈阳九星控股集团公司的郑

小姐也选择了信任这“蓝色”。 学法律
的她受公司委派，参与处理公司的一
起股东纠纷，她对记者说，和诉讼服务
中心打交道的经历让她对法官和法院
产生了一种信任感。

“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和法院打交道，难
免有些紧张。 ”郑小姐说，“在我的想
象中，法官肯定是很严肃，不苟言笑，

因此，来法院前我担心和法官的沟通
会不会很困难？ 但是来到诉讼服务中
心办事，完全消除了我的担心。 ”

“他们非常热情，工作也很扎实，

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是
第一次来立案，许多准备工作都没有
做好，但是立案法官给了我很多指导，

包括我提交的证据应该证明什么问
题、如何形成证据链等，都给了我细心
的指导。 ”

“昨天立案法官打电话给我，说可
以立案了，我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诉
讼服务中心让我觉得值得信赖，我相
信这之后的审理肯定也是可信的。 ”

下午
4

点多，大厅里已经没什么
当事人了，每个窗口的工作人员都还
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一眼望去连成了
一排蓝色———身着蓝色法官夏装的他
们在诉讼服务大厅构成了一道特殊的
风景，这蓝色，既象征着信任，也代表
着一种承诺：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
“少跑一次腿、少等一分钟、少费一点
心、少误一次工”的文明服务。

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服务的三种颜色

———辽宁高院诉讼服务中心司法为民纪实

本报记者罗书臻张之库本报通讯员王伟宁

（之
十
）

图为
8

月
10

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立案法官正在指导当事人填写材料。 罗书臻摄

“红绿蓝”，这服务是有“颜色”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从

2009

年
9

月
7

日正式
投入使用， 截至

2011

年
5

月底，

共接待诉讼群众
51113

人次； 受
理各类案件

22477

件； 及时准确
地收转诉讼材料

36205

份、

69592

页； 审查答复网上预约立案
175

件； 配合其他部门协调处理闹访案
件

64

起， 涉案当事人
1460

余名；

为
1882

人次当事人提供免费复印、

打字、 传真服务， 共提供文印服务
38140

页。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
者黄小希）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 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
线， 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为推动新
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体
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 促进新闻单位深
入基层、 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 常态
化，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日前召
开视频会议， 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活动。

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响应。 人民日

报、 新华社、 解放军报、 光明日报、 经济
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 科技日
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 工人日报、 中国青
年报、 中国妇女报、 农民日报、 法制日
报、 中国新闻社和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各
省区市新闻媒体纷纷对“走基层、 转作
风、 改文风” 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着力提
升正确引导舆论、 回应社会关切、 服务百
姓生活的能力。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期间，全
国新闻单位将根据要求建立基层联系点，组

织编辑记者广泛开展蹲点调研活动，认真调
查研究群众生产生活的新情况新变化。

为开展好“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
风” 活动， 全国新闻单位将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开办面向基层、 服务群众的专题
或专栏， 持续推出记者深入基层、 深入一
线的报道。

为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公信力、 亲
和力、 吸引力和感染力， “走基层、 转作
风、 改文风” 活动期间， 全国新闻单位将
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学习群众语言、 熟悉群
众语言、 善用群众语言。

走向广阔天地 反映民情民意

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活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17 日在加德满都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总统亚达夫

和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普拉卡什。 他说， 中尼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安全部门的人员往来， 完善合作机制

建设， 推进边防、 出入境管理、 禁毒等对口部门业务交流。

“没想到法官真的上门来立案了”

讲述人：

辽宁省普兰店市孤寡老人孙庆基
2008

年， 我遭遇了一起车祸，腿
给撞伤了，虽然治疗了很长时间，但年
迈的我行走更不便了，出门都要拄拐。

后来我把撞我的人告上了法庭， 案子
经过了一审二审， 被告一共赔偿了我
3

万多块钱。我对二审结果不太满意，

觉得赔得太少了，一直想要讨个说法，

但我行动不便，加上对法律一窍不通，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偶然有一天， 我在大连的《半岛
晨报》 上看到了一条消息， 说省高院
推出了司法便民二十条， 包括法官可
以上门立案， 当时我就想， 像我这种
情况是否可以要求法官上门立案呢？

于是，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给省高
院诉讼服务中心写了一封信， 信中简
单说了说我的情况和经历， 并要求法
官来给我上门立案。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记者潘静通讯员王智纲）

8

月
17

日上午，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杀人案进行了二审
公开庭审， 部分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受邀观摩了庭审活
动。 庭审结束后， 参加观摩的代表、 委员们对甘肃高院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致力于通过公开审判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做法
给予一致好评。

甘肃高院自
2010

年
10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司
法公开示范法院以来， 以新理念、 新认识武装头脑， 以新渠
道、 新方法打造平台， 以新机制、 新举措提供保障， 大力规
范公开审判制度。

1

至
7

月， 甘肃高院已经累计向代表、 委
员发放《联络卡》

1126

张， 实现了代表、 委员联络的全覆
盖； 向代表、 委员定期寄送法院工作情况汇报和机关刊《法
刊》， 不定期寄送《人民法官崔正涛》 光碟等累计

2690

份；

开展庭审观摩活动
3

次， 邀请
46

名代表、 委员参加了庭审
观摩； 出台代表、 委员关注案件办理细则， 对代表、 委员关
注案件作出明确规定， 提高代表、 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满意
率，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同时， 甘肃高院以庭审活动为平台， 进一步拓宽与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联系渠道， 定期组织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和本院法官座谈交流， 征求对法院工作的意见
建议； 健全代表、 委员观摩庭审工作机制， 主动邀请代表、

委员对审判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梳理归纳代表、 委员的
意见建议， 并将落实情况向代表、 委员及时反馈， 实现了联
络工作的长效性、 规范性， 受到了代表、 委员的充分肯定。

甘肃高院大力规范公开审判制度

健全与代表委员沟通联络机制

本报讯在审判工作倡导开放、 透明、 信息化的条件
下， 为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推进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工
作中的广泛应用， 人民法院报社在大量前期调研和论证的基
础上， 研究开发了“法拍在线———全国司法拍卖信息网络免
费查询平台”， 日前正式上线运行。

法拍在线网（

www.cachina.cn

） 是人民法院报社专为各
级人民法院用于向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公开司法拍卖资料信息
而搭建的信息化平台

(

中国法院网首页右上角挂“法拍在
线” 链接图标

)

。 网站面向拍卖客户， 全面刊载发布包括拍
卖公告、 拍卖须知（拍卖特别规定）、 标的物权属资料及标
的实物照片等司法拍卖详细资料信息； 网站面向互联网用
户， 免费提供有效的、 可分类检索的司法拍卖资讯； 网站面
向人民法院， 提供监督管理辖区内司法拍卖信息网络公开情
况的网页界面。

司法拍卖资料信息在全国性网络信息平台上全面彻底公
开， 既能切实降低司法处置成本、 提高司法处置效率， 又能
有效实现司法公开、 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法拍在线网
是目前法院系统唯一的全国性司法拍卖资料查询的信息平
台， 它具备信息刊载容量大、 信息辐射区域广、 信息刊登速
度快、 信息留存时间长和登载费用低、 在线分类查询强等特
点， 能有效提升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信息披露环节上的公开
透明度， 使司法拍卖资料信息能在更大范围内广为人知， 是
各级法院以信息化促进司法规范化、 提升办案效率、 促进司
法廉洁的有力抓手。 （宗边）

“法拍在线”正式上线

全国司法拍卖信息有了免费网络查询平台

本报福州
8

月
18

日电 （记者梅贤明） 今天上午，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李川率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到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开展工作调研。 李川一行参观了省高院诉讼服务中
心、 科技法庭等设施， 并进行了座谈。 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
通报了今年以来省高院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 李川对福建省法院今年以来紧紧围绕服务保
障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加快海西建设的大局， 深化“社
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 三项重点工
作， 狠抓执法办案， 强化自身建设， 大干开局之年， 各项工
作取得的进展给予高度评价。

李川说， 福建省法院自觉接受民主监督， 着力强化司法
为民措施， 注重司法创新工作，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特别是
积极开展“无讼社区” 建设（本报

8

月
14

日头版头条对厦
门创建“无讼社区” 作了报道）， 创新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
理新途径， 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密切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
的联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无讼社区”建设受政协委员肯定

8

月
17

日， 安徽省宿州市桥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邀请
区人大代表、 院信访专员在辖区时村镇对一起已执结排除妨碍
纠纷案的强执现场实地勘验， 并回访当事人。 阮传宝摄

本报讯 （记者张晓敏通
讯员曹家平） 近日， 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在天津滨海监狱对

9

件假释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首次让
拟假释罪犯同监区服刑的

60

余名罪
犯参加旁听。 通过公开庭审，将拟假
释罪犯的现实表现和假释依据在庭
审过程中直观表现出来，并对旁听席
上同监区服刑罪犯进行征询，了解拟

假释罪犯在监狱的服刑改造情况，引
起服刑人员的强烈反响。

这是天津二中院积极参与社会
管理创新而推出的一项有力措施。

从
2009

年
7

月开始， 该院先后推
出五项举措， 使减刑假释案件审理
更加公开、 公平、 透明。 三年来，

共审结减刑案件
5433

件， 假释案
件

266

件， 裁定准予假释的罪犯无

一重新犯罪， 促进了社会和谐。

司法实践中， 天津二中院成立
了专门合议庭注重运用五项举措审
理减刑假释案件：一是对假释案件、

职务犯罪减刑案件到监狱、 看守所
内公开开庭审理， 在罪犯陈述其改
造情况的基础上， 法官全面听取驻
监检察员、管教干警的意见，并询问
互帮互助小组成员看法。 通过公开

开庭，使服刑人员最关注、最关心的问
题更加公开透明， 办理假释工作程序
更加清楚。二是裁前公示制度。在对呈
报的减刑、 假释案件经审理后作出裁
定前，到辖区内监狱、看守所的各大监
区张贴公告， 对拟减刑、 假释人员名
单、原判刑期、拟减刑期、悔改表现情
况、减刑、假释的依据和理由等进行公
示，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并派专人

到监狱的各大监区实地考察。 三是假
释考验期告知程序。公开开庭时，增加
审判长向假释罪犯告知假释考验期以
及假释期间应遵守的规定环节。 四是
将财产刑实际执行情况作为认罪、悔
罪、确有悔改表现的考察项目。五是建
立减刑假释案件协调机制。 定期邀请
相关单位总结经验，探讨问题，对集中
成批次呈报减刑假释案件与符合条件
随时呈报相结合、 多角度审查罪犯悔
改表现、 加大推行财产刑执行和刑事
附带民事赔偿履行的力度、 提高假释
案件适用率、 监督机关同步监督等问
题进行协调， 促进减刑假释工作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

庭审公开裁前公示
天津二中院让减刑假释案件晒足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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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