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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格言出自墨子。 整句话为：“名
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
以身戴行者也。 ”其含义是：“美名不能
轻易地得到，美誉不能偷巧地树立，君
子是靠身体力行得到名誉的。 ”作为战
国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所宣扬的
理念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
点，以修身、塑德为载体。 墨子这句格
言，代表了墨家的名誉观，对后世亦产
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
“名
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从古至今，
名誉集中体现了人格尊严，乃立人之本，
处事之基。 名誉不会凭空而来，亦无捷径
可走，更不能弄虚作假，而是需要身体力
行去取得。 名誉的累积不易，故俯仰天地
间，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不珍重
自己的人格，珍爱自己的声誉，珍惜自己
的形象，就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 名誉
之重，由此略见一斑。
人民法官作为特殊之群体， 身处
司法服务之重要位置， 其名誉与服务
质效紧紧相连， 亦与司法公信息息相
关。 “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 ”之于
法官， 名誉乃为其根本， 不可谓不重
也。 法官如有良好之名誉，备受群众爱
戴，“ 其身正”， 方能让司法裁判“ 不令
而行”； 法官如若缺少令人信服之声
誉，“其身不正”，司法裁判将难以被民
众所接受，以致于“虽令不行”。
马绝非一日之功。 ”法官之名
“罗
誉，宛如司法公信之生命，须厚积薄发，
这其中既有赖于广大法官日夜兼程之
积累，又有赖于广大法官持之以恒之奉
献，不断强服务、提公信，维民权、保民
利，继而获取群众之广泛好评，赢得群
众之信任与尊重，乃坦途正道也。
法官之“ 以身戴行”， 当从思想入
手。 “思先于行，并制于行。 ”法官服务
之理念，以及对民众之态度，将决定其
司法服务之最终走向。 欲得民众之尊
重，赢得民众之赞誉，法官无疑须把握
思想这一先导。 在司法服务中，法官应
将“民本思想”作为司法服务工作的价
值取向， 时刻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 切实树立亲民、 爱民、 为民
形象，始终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
应不答应作为品评司法工作成败、 衡
量司法工作业绩的最终标准， 积极营
造与群众的和谐友善关系，在看得见、
摸得着的服务环节上转作风、改不足，
处处以民为重、以民为先，尽心尽力为
民化纷争、了夙愿、谋福祉。
法官之“ 以身戴行”， 应从服务着
眼。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理念只是
司法服务之前奏、铺垫，其重点是沉下
心去，落实好服务之举措。 身为法官，
应当自始至终走进群众、贴近群众，主
动察民情、晓民困、知民怨、集民意，与
群众融为一体， 切实缩短与群众之间
的距离；当不断知晓群众之语言，然后
以群众之语言和群众乐于接受之方式
去服务群众； 当切实创新便民利民之
举措， 将便民利民措施贯穿到工作的
各个环节，延伸到每一位涉诉当事人；
当时刻凸显司法之人文关怀， 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司法服务之温暖、 感知公
平与正义， 在化民怨、 解民忧之中， 实
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之良好效果。
老子云：“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 不
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司法服务
之良好效果与法官之良好名誉， 两者
相生相伴，缺一不可。 法官理当时刻秉
承求真务实之态度， 坚持身体力行之
方法， 兴利除弊， 传承先人之优秀品
格，谱写司法服务之不朽篇章。
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作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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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存在问题和改进思路
——
—

来自天津法院对庭审观摩的观察与思考
张晓敏

在法院的全部工作中， 庭审活动无
疑是诉讼的核心， 它是定分止争、 化解
矛盾纠纷、 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基础和
关键环节， 也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向
社会公开展示法院工作的重要窗口。
史以来规模最大
， 有
2011 年
3月
的一场以提高庭审质量和推进审判公
开为重点的庭审观摩和庭审公开活动
在天津市法院系统全面启动。 不同审
级、 不同辖区法院循环交叉观摩庭审
的方式， 让津门法官总动员， 共同参与
庭审， 互学互看， 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
庭审观摩活动成为法官们庭审艺术的
训练场地， 成为提高法官素质的有效途
径， 也成为审判工作的一次大练兵大检
阅。
截至2011 年12 月， 全市法院共观
摩庭审209 场， 观摩示范庭23 个。 庭
审观摩活动等于启动了一次全员职业培
训， 并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平
台。 法官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在实践
中得到提高。
法官对庭审目的的认识明显深化；
庭审程序不规范问题明显减少； 庭审技
能明显提高； 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 进
一步推进了庭审公开。
与此同时， 经过总结归纳， 发现在
四个大的方面普遍存在问题。
一是对庭审的作用存在认识误区
庭审活动是诉讼的核心， 是查清案
件事实的重要途径， 也是化解矛盾纠
纷、 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基础和关键环
节， 但是有的法官对此存在观念性的误
区。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是， 认为庭开得好或不
好与案件质量并无必然联系。 庭审中能
够查清案件事实当然好， 庭审中查不
清， 还可以通过阅卷、 取证继续查， 再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推诿扯
皮的代名词，但凡事都有例外，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今日事今日毕不见得就是好事，
今日事推到明日也并非一定就是坏事。
据明史记载， 赵豫担任松江太守
时， 有百姓因为鸡毛蒜皮的家务邻里纠
纷来告状， 他总是不多言多语， 只是笑
容满面地让他们明日再来。 习惯成自
然， 长此以往， 手下衙役们见此情景， 总
是偷偷发笑， 纷纷传扬， 以至于形成“ 松
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 但歌谣归歌谣，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许多赵豫让其明日
来的告状人， 竟然黄鹤一去不复返， 不
要说明日， 就是后天、 明年， 也再不来上
公堂告状了。
原来赵豫长期处理民事纠纷，深知许
多民事纠纷只是由于一时气忿。 佛争一柱
香， 人争一口气， 一旦时过境迁， 平心静
气，就坦然接受，偃旗息鼓了，为此打官司
不过是多此一举。 因此，松江太守明日来
的做法，不但没有激化矛盾纠纷，反而有
助于矛盾纠纷的消除化解。
时至今日， 赵豫的松江太守明日来
的做法对于我们处理民事纠纷， 化解社
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无启迪。 就

本院受理汪丽香申请宣告马哲福死亡一案，经查：马哲福，
男， 汉族，1952 年5 月12 日出生， 身份证号
住铜陵市焦化新村3 栋13 号，于2006
340702195205122012， 原
年7 月27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马哲福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1 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徽]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成江申请董水河死亡一案， 经查： 董水河， 男，
出生， 汉族， 住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李福
1958 年
11 月
22 日
营村， 身份证号：410621195811223034； 其于2007 年7 月3 日
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 年。 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 年。 希望董水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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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李永旺申请宣告乔莉失踪一案， 经查： 乔莉， 女，
出生， 汉族， 农民， 住泌阳县泰山庙乡崔庄村
1985 年
4月
16 日
委段庄。 乔莉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月。 希望乔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3个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乔莉失踪。
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朱状申请宣告张小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张
小霞（女，汉族，1969 年8 月25 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潦河镇姚营村4 组427 号， 身份证号码：411303196908256733）
于2004 年4 月18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小
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3个
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毕珊珊申请宣告周光荣失踪一案，经查：周光荣，
女， 生于1967 年10 月6 日， 汉族， 农民， 住邓州市穰东镇董周
村，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周光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
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周光荣失踪。
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河

查不清、 定不了， 还可以由庭长、 院长
或审委会最后把关； 即便是查清了事实
也正确适用了法律， 案件在审批过程中
仍可能改变裁判结果， 认为决定裁判的
实质性环节有时并不在庭审。
第二个表现是， 重调解手段， 轻庭
审程序。 有些法官认为， 越是完整、 规
范的庭审程序， 越是不利于案件调解。
有些法院认为， 能把案件审结是主要
的， 庭审是否规范是次要的， 甚至为了
结案而容忍杂乱无序的庭审。
第三个表现是， 过分扩大或缩小庭审
中的法官地位。 这与我国当前改革中的审
判模式存在模糊认识有关， 有些法官认为
应坚持当事人主义， 法官应绝对中立和消
极无为， 尽量不发问， 导致一些事实不能
查清； 有些法官则认为， 必须要在庭审中
主动出击， 积极发问， 这两种观点都可能
造成法官形象不公的现实危害。
二是庭审的驾驭能力还有差距
庭审是法官的舞台， 是人民法院展
现司法能力的重要场所。 庭审驾驭能力
是每个法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之
一。 庭审观摩活动中， 暴露出一些法官
在驾驭庭审上的一些差距， 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庭审应变控制能力不强。 在庭审
中， 当事人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或一方
当事人举证不充分， 另一方当事人抓住
不放时， 法官或者视之不理， 或者休庭
了之， 不能视情况作出得当的处理。
庭审中对诉讼的引导作用发挥不
好。 审判长不善于捕捉案情焦点， 不能
很好地引导诉（控） 辩双方及其他诉讼
参与人围绕案件法律事实展开庭审活
动， 或者不能及时运用“制止权” 制止
当事人庭审中不规范的行为， 严重影响
庭审效率和效果。

三是法律适用能力还有差距
法律适用能力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实
证据、 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 能熟
练、 正确地引用法律规定， 作出正确、
恰当的处理。 但法官在法律适用上还有
一些差距， 主要表现也是三个方面：
对案件审查的能力不强。 有些案件
虽然经过了立案审查， 但在案件的性
质、 案由、 主体上仍有不准确或遗漏的
现象， 法官在庭审过程中， 如果按照不
准确的案件基础审理下去， 势必造成错
案或者造成案件进程拖沓反复。
归纳概括的能力不强。 有些法官不
能从相互联系又相互抵触的事实和证据
材料中， 抓住中心和关键； 有的法官把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作为争议焦点，
有的法官简单地把当事人之间的所有分
歧都看作争议焦点， 而抓不准案件的
结”。
“症
对当庭认证把握不当。 在这方面主
要表现为， 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 能
够当庭认证的不敢当庭认证。
四是法官的知识储备存在不足
案件纠纷的不确定性是对法官综合
素质的一个考验， 加大了法官职业的难
度，在庭审观摩中，由于法官的知识储备
不足而出现的尴尬局面屡见不鲜。 尤其
是遇到技术性或其他专业性较强的纠纷
时， 庭前没有学习一些必要的知识和常
识，导致在庭审过程中难以查清事实、分
清是非，从而影响庭审顺利进行。
实践证明， 庭审的质量和效果不仅
会影响案件本身能否得到公正高效的处
理， 还会影响社会公众对法官的司法能
力、 人民法院的司法水平以及公正高效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信心和认
同。 为加强今后的庭审工作， 针对发现
的问题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对庭审的认识
庭审是法官的基本功， 只有练好基
本功， 才能谈得上公正司法、 一心为
民。 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片面地把规范
庭审与加强调解对立起来。 面对疑难复
杂的案件， 只有在通过庭审查清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可能调解成功。 一
个调解能手应当是能开庭、 会开庭、 开
好庭的法官。 一个不会开庭的法官很难
完成办好大案和难案的任务。
二是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法官职业
素质
法官必须具备审判工作所需要的职
业素质。 就目前全市法官现状来看， 应
通过加强职业素质培训和庭审技能培
训， 着重提高庭审驾驭能力、 法律适用
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
加强职业素质培训。 案件纠纷的不
确定性是对法官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验，
加大了法官职业的难度， 必须着力培养
法官的职业素养， 加强对法官在法律知
识、 社会知识、 心理知识、 管理知识等
方面的培训。
加强庭审技能培训。 要从过去单纯
的“师傅带徒弟” 的方式走出来， 将庭
审技能培训列入年度教育培训计划， 采
取专题讲座、 专题培训、 研讨会、 请经
验丰富的法官介绍经验等形式， 从庭审
的各方面各环节入手进行培训， 提高庭
审能力。
此外， 还要在两个方面有所提高：
一要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 审判
工作虽然实践性很强， 但需要扎实的理
论作为基础。 提高法官的职业能力， 必
须提高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学专业理论功
底， 以丰富的法学知识保障和支持娴熟
的审判技巧。 二要有厚实的文化底蕴。
法官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学功底， 但又不

能仅仅局限于熟悉法律， 还要努力学习
和接受新知识、 新事物， 要有较宽的知
识面， 不断提高科技素质和艺术修养，
能够了解和运用与案件相关知识和常识。
三是从审判实践出发切实提高庭审
能力
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具有综合性的
特点。 着重抓住以下五个环节：
抓庭前阅卷归纳。 通过阅读原告的
诉状及证据， 从中判断案件的当事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举证责任分担、确定庭审
的要点、 可能发生的争议及适用的法律
等等，做到心中有数，为开庭打好基础。
抓庭前组织协调。 审判长作为整
个庭审的主持者， 必须善于安排和协
调合议庭内部的分工协作， 围绕庭审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特别是审理重大、
群体性、 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 不仅
合议庭之间要进行分工， 还要做好请
示汇报， 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工作。
抓诉讼指导。 法官的庭前诉讼指
导不是对当事人怎样打赢官司的指导，
不是要代替律师的作用， 是为了配合
庭审进行的一般性、 原则性、 必要性
的诉讼指导。
抓归纳概括和分析。 牢牢抓住归纳
争议焦点这一庭审的核心环节， 确定待
定事实， 明确审理方向， 正确引导当事
人有针对性地举证、 质证和辩论， 以查
明事实， 辨明是非。
抓应变处置。 对于庭审中的新事
实、 新证据， 可以合并审理的果断纳入
庭审； 对于与以前归纳情况不一致或相
矛盾的， 根据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对于
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的说明原因予以排
除， 确保庭审能够有序进行。
者单位：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作
院）

松江太守明日来
法治春秋
□

刘文基

像记忆规律一样，情绪也是时过境迁、逐
渐淡化的。 许多事情，当时看起来非同小
可， 不共戴天， 但过一段时间， 换个角度
想一想，也确实算不上个什么事情，不值
得为此头疼、伤脑筋、大动干戈。
特别是一些婚姻家庭案件， 往往因
油盐酱醋等小事引起，只是情绪激化，就
上纲上线，打官司闹离婚。 对此，法官们
要火眼金睛，明辨真假，杜绝有些人气头
上一时冲动，草率离婚。 即使双方自愿协
议离婚，也要严格把关。
虽然民政部门对于协议离婚只要
双方自愿离婚， 并对子女财产做出处理
就应该登记离婚。 但本着负责的精神，
也应该对双方是否完全自愿进行认真
审查， 甚至于也不妨学学赵豫松江太守

本院受理张浩、张群星申请宣告吕春花失踪一案，经查：吕春
花，女，汉族，生于1978 年4 月20 日，住河南省邓州市罗庄镇董
赵村，系申请人张浩、张群星之母。 其于2004 年春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吕春花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吕春花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黎明申请宣告时景月失踪一案，经查：时景月，
女，汉族，生于1978 年8 月29 日，住河南省邓州市罗庄镇岭上
村，系申请人李黎明之母。 其于2005 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
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时景月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时景月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孙小玲：本院受理张子岑、丁东改申请宣告孙小玲（身份认
证号412925196606122726） 失踪一案， 经查孙小玲下落不明已
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孙小玲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经依法宣告孙小玲失踪。
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河
杜玉会：本院受理孙保成、刘英杰申请宣告杜玉会（身份认
证号41292519690128244X）失踪一案， 经查杜玉会下落不明已
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杜玉会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经依法宣告杜玉会失踪。
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河
孙红云： 本院受理刘玉凤申请宣告孙红云（ 身份认证号
踪一案， 经查孙红云下落不明已满2
412925196805102226） 失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刘玉凤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经依法宣告刘玉凤失踪。
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刘崇清申请宣告刘香云失踪一案，经查：刘香云，
女，1971 年2 月14 日生， 汉族， 原住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有色井
巷公司北村北村10 -5 -046， 公民身份号码
香云于2002 年6 月起离家出走，下落
420281197102140426。 刘
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刘香
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大冶市人民法院
[湖

明日来的做法。 这样， 虽然会引来一时
的埋怨， 但之后人家会豁然开朗， 感激
你一辈子。
诉讼离婚则不仅是形式审查，更需要
实质审查。 即使双方自愿离婚，也必须做
调解和好的工作，而不能只要双方自愿就
调解离婚。 真作假时假亦真，有时候的双
方自愿，往往只是一种假象，是一时的感
情用事。
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家
庭是社会的基础， 法院处理婚姻家庭案
件，要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在离婚
率逐渐升高，单亲家庭、社会问题日渐增
多的情况下， 法官更不能草率处理婚姻
家庭案件。
赵豫的松江太守明日来的做法，究其
实质， 就是对于婚姻家庭案件进行冷处
理。 在我们的审判实践中，许多有审判经
验的法官也广泛运用它，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 自然，我们今天不能只是消极的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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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秦小红申请宣告秦建死亡一案， 经查： 秦建， 男，
年6 月17 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港闸区陈桥街道葆华村
十二组32 号。 于1994 年5 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秦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
间为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江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静岩申请宣告李朝晶（ 身份证号：
踪一案， 经查： 李朝晶， 女，1980 年10
220122198010022029） 失
月2 日生，汉族，农民，原住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长山堡村王场
屯8 组，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
月。 希望李朝晶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朝晶失踪。
林]大安市人民法院
[吉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哲申请宣告孙亚俭（ 身份证号：
踪一案， 经查： 孙亚俭， 女，1975 年12
220882197512182022） 失
月18 日生，汉族，大安市人，农民，原住大安市太山镇进步村前
连家屯。 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
月。 希望孙亚俭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孙亚俭失踪。
林]大安市人民法院
[吉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洋申请宣告田丽丽（曾用名田丽莉，身
份证号：220882197806162027）失踪一案，经查：田丽丽（ 曾用名
田丽莉），女，1978 年6 月16 日生， 汉族， 大安市人， 农民， 原住
大安市太山镇进步村后连家屯，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田丽丽（曾用名田丽莉）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田丽丽（曾用名田丽莉）失踪。
林]大安市人民法院
[吉
1965

赵豫的松江太守明日来的做法，而应该推
陈出新，古为今用。 呆板、孤立的实行松江
太守明日来的做法， 也不符合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的精神，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法
规定，对于符合该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
案件，人民法院必须受理，而不能像赵豫
一样，轻而易举的答复明日来。 但案件受
理了，并非就立即进入庭审程序，否则双
方剑拔弩张，就可能意气用事。
在新的历史时期， 从上到下进一步
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 建
立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整合三大调
解力量， 实行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 行政
调解的对接联动， 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
群众反映的问题。 就此而言，三调联动是
符合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 将诉讼和调
解巧妙衔接起来，三调联动，能够更好的
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本来， 调解就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
则，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但许多人往往

王喜英： 本院受理高恩涛申请宣告王喜英失踪一案， 经查
王喜英， 女， 成年人， 汉族， 吉林省镇赉县人， 农民， 原住五棵树
镇铁力村，于2002 年底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喜
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镇赉县人民法院
3个
本院受理李玉勤申请宣告胡春江死亡一案，经查：胡春江，
男，汉族，1990 年4 月7 日出生，住新疆石河子市炮台镇121 团
八连16 栋平房1 号，身份证号659001199004073212。 2011 年9
月24 日2 时许，“鲁荣渔0922”船在155 海区5 小区作业时，胡
春江在船上干活被船上拖贴耙子用的钢丝绳打入海中后失踪，
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胡
春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单月花申请宣告孙山林死亡一案，经查：孙山林，
男，汉族，1984 年8 月26 日出生， 住山东省寿光市营里镇西道
口村152 号，身份证号370783198408263111。 2012 年1 月4 日
许， 船员孙山林随“ 鲁荣渔2131” 船在东经124°0′ 北纬35°
6时
域作业时，不慎落水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
10′ 海
还可能。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孙山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罗玉梅申请宣告刘长安死亡一案，经查：刘长安，
男，生于1961 年1 月20 日，汉族，原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 住宝鸡市金台区宝十路15 号院21 栋1 单元509 号，
身份证号610303196101202012，于2007 年11 月16 日走失，下
落不明已满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刘长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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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
[陕
本院受理苏江福申请宣告肖云梅失踪一案，经查：肖云梅，
女，29 岁，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仁德街
道办易隆村委会易隆村174 号。 于2001 年8 月起，外出下落不
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肖云梅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云

对此不屑一顾。 认为法院是审判机关，调解
没有技术含量，上不了台面。 其实，调解有助
于案结事了，彻底化解矛盾纠纷。
当然， 我们欣赏赵豫的松江太守明日来
的做法，提倡对于婚姻家庭纠纷耐心调解，并
非久拖不办，久调不决。 否则，既违背过犹不
及的哲学原则，也违背法律的基本要求。
而赵豫的松江太守明日来，也只是限于
轻微的婚姻家庭纠纷。 前提是分清轻重缓
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其实，对于一些人命
关天的大案要案，赵豫也是雷厉风行，时不
我待的。 也正因为轻重有别，对症下药，赵豫
才确保了一方平安，得到百姓的拥戴。
数千年前，《礼记
学》 就记载了孔子
·大
的经典论述“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
乎？”意思是说，审理案件的终极目的是使世
间没有讼事。可见，国泰民安，天下无讼是审
判的最高境界。 松江太守明日来，不正是对
这一境界执著追求的写照吗？
（作
者单位：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绍健申请宣告马石群失踪一案，经查：马石群，
女，1973 年10 月27 日出生， 苗族， 贵州省水城县人， 农民， 原
住云南省宣威市普立乡鹤谷村委会大窝棚村45 号，自1999 年
起，下落不明已满1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马石群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3 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云
本院受理包广串申请宣告蒋美云失踪一案，经查：蒋美云，
女，1982 年5 月9 日出生，汉族，宣威市人，农民，原住云南省宣
威市宝山镇包村村委会包家村170 号， 自2003 年11 月起，下
落不明已满8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蒋美云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云
本院受理柴纲称、柴丽月申请宣告刘艳娥失踪一案，经查：
刘艳娥，女，1980 年9 月29 日出生，汉族，宣威市人，农民，原住
云南省宣威市普立乡戈特村委会河边村59 号， 自2004 年起，
下落不明已满8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艳娥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云
本院受理郝亚波申请宣告石安伟失踪一案，经查：石安伟，
男，1967 年2 月16 日生，临沧市临翔区人， 汉族， 农民， 原住临
沧市双水井巷41 号。 于2002 年7 月外出至今未归，已下落不
明满10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失踪。
南]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
[云

送达裁判文书

本院受理高艳丽申请宣告程亮死亡一案， 于2011 年3 月
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届满， 并于2012 年4 月27 日依
29 日
法作出（2011）回民特字第1 号判决书，宣告宣告程亮死亡。 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亚祥、 邢丽华申请宣告吴喜成死亡一案， 于
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届满， 并于2012 年
2012 年
1月
22 日
依法作出（2012）宾民特字第1 号判决书，宣告吴喜成
4月
23 日
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龙江]宾县人民法院
[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