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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西省永丰县高家村， 村内水泥路
面宽阔整洁， 休闲广场上各类健身设施齐
全。 老人们在活动中心打牌看戏， 悠然地享
受着晚年生活。 迎面而来的老表们也热情地
和我们打着招呼。 回想几年前的高家村， 在
当地可是出了名的“乱”。 “由乱到治， 法
官恰噶（很好）。” 村民高道琪见到记者， 发
出这样的感慨。

我叫高道琪， 是土生土长的高家村人。

我当过兵， 还做过
5

年大队干部。 我在村里
生活了几十年， 这村里头的人和事我是再熟
悉不过了。 经历了高家村乱的时候， 也见证
了现在的好日子， 我对高家村的变化最有发
言权。

我们村在永丰县八江乡， 有
443

户
2000

多人， 是当地的大村， 可也是远近闻
名的乱村。 村里有

4

个大家族，

10

个村民
小组。 过去， 大家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难
管得很。 不说别的， 就说村里要开个党员
会， 书记在大喇叭里恨不得把嗓子喊破， 还
是锣齐鼓不齐。 要说挣钱， 嘿， 那更是老头
儿拉胡琴———自顾自。 总之， 不干活的多，

捣乱的多， 写大字报的， 上访的， 打架的，

眼见着日子富了， 精神穷了， 房盖高了， 心
拉远了。 老表们就像江里的一把沙子， 水一
冲， 就散了。

乱归乱， 老表们的生活照旧， 该种田的
种田， 该打牌的打牌。 直到

2009

年， 一件
奇怪的事儿发生了。

那一年， 整个村子里头好端端的水稻叶子
变黄了， 七八岁的细伢子（幼童） 血铅超标。

我们村里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原来好好
的， 怎么一下子就出那么多事。 于是， 老表们
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近几年， 县里在离村子不到
1

公里的地方
建了工业园区， 又叫西区， 里面有三四家金
属、 化工企业。 会不会是从那里吹来的风， 把
我们村的环境给污染了呢？ 老表们越想越觉得
可能， 越想越感到害怕。

有几个胆大的， 找到西区企业理论， 要求
他们停产， 赔偿村民的损失。 可企业哪肯听我
们的呀， 机器轰隆隆照样转个不停。

我们高家村在整个永丰县都是排得上号的
大村， 我们何曾怕过谁？ 老表们一下子就火
了。 大伙一合计， 堵他厂子去， 把事情闹大，

让他们开不了工！

2009

年
5

月
29

日那天，

200

多名高家村的老表们扔下锄头， 气呼呼地
闯进西区， 踹门、 砸电脑， 连企业老板的奔驰
车也给砸了。 为了维持秩序， 光警察就来了好
几十人。

可折腾了一天， 也没个结果。

2010

年
3

月， 村里一下子多了几辆警车
和二十几号穿制服的， 一打听， 原来是永丰县
人民法院的， 说是要在我们村成立工作组， 开
展“访民情、 解民忧、 保民生” 三民活动。

这事儿立刻在村子里头炸开了锅： “这些
吃冤枉的（吃拿卡要的意思） 都是公家人， 肯
定是来帮企业说话的， 不会顾及我们老表的死

活。” 看见法官， 老表们有的拿眼瞪着， 有的
一声不吭， 站起来走人， 还有的瞅着警车里没
人， 往上面倒垃圾。

细心的人发现， 工作组还带着锅碗瓢盆，

在高家小学支起了灶。

约莫过了两三天， 我家里来了
3

位法官。

拉家常一样地跟我讲， 要和企业搞好关系， 有
矛盾不要老想着通过闹事来解决， 要相信党和
政府， 相信法院， 要依照法律程序来解决， 不
能乱来。 还把我家里的基本情况和意见建议记
在了一个小本本上。

我的一个邻居， 老婆跟别人跑了， 他本人
也给气疯了。 一天到晚缩在家里烧东西。 大伙
儿都替他捏了把汗， 说不定哪天不但烧掉了他
家里的房子， 还会把隔壁家的房子给烧掉！ 工
作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立即联系了民政部
门。 不到三天， 我这个疯邻居就拿到了民政部
门拨付的

4000

元医疗费， 还住进了精神病院。

现如今他已经不疯了， 生活也能够自理。 经过
这件事以后， 大伙儿都觉得给工作组反映问题
还挺管用。

转眼间就到了
6

月份。 有那么几天， 永丰
县一连下了三四天暴雨。 高家村是全县地势最
低洼的， 河水暴涨， 河堤告急。 我家里的水有
齐腰那么深， 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们都说， 活
了

80

多岁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那天傍晚， 我在河堤上见到了永丰法院院
长郭信浩和

20

多名法官。 我问他们， 怎么大
周末的还不休息。 院长说： “下这么大的雨，

我们怎能安心待在家里？”

乡干部敲锣的敲锣， 吹哨的吹哨， 动员大
伙儿赶快转移。 可是， 有不少老表不相信河堤
会决口， 说年年下雨都没事儿， 今年肯定也没
问题， 说什么也不肯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去。

见乡干部的动员无效后， 法官们就打着手电筒
往村子里冲， 把那些年岁大的、 不愿转移的强
行背到安全地方。 那时， 村里没什么排水设
施， 内涝得厉害， 到处都是水， 路已经没有
了， 稍不小心就会滑到田埂里， 命都要没了。

正在这时， 险情传来， 有一段河堤急需加
固。 郭院长冒着雨带领法官们扛沙袋， 其中还
有两名女法官呢。 他们一直干到晚上

11

点多，

才把河堤加固好。 当晚， 谁也没离开， 就守在
大堤上， 在车里凑合到了天亮。

说真的， 如果当时没有法院干警帮忙， 河
堤一垮， 整个村子就完蛋了。 老表们都说， 法
院干警好样的， 人家为了帮咱们， 命都不顾
了， 这样当官的我们老百姓信！

再说说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 原来，

那里是一个祠堂， 垃圾遍地， 污水横流， 臭气
熏天， 大伙儿都躲着走。

驻村法官也真不含糊， 拿来锹、 镐， 雇了
车， 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一天就清理了三大车
垃圾。 然后， 买水泥、 沙子， 拉土方， 一个多
月后， 你猜怎么着？ 祠堂变样了， 周围平整
了， 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 最脏的地方变成了
最漂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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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下午，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最
高人民法院机关大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
人， 他们是参加

2012

年第二期全国法院新
任中级、 基层法院院长主题培训班的

130

多
名来自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
区的学员们。 考虑到这些来自基层的学员
来北京不容易， 尤其是了解到许多学员是
第一次来北京， 为了体现对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和边远地区学员的关心， 在王胜俊院
长和沈德咏常务副院长的亲切关怀下， 培
训班特意安排了这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参观
考察的活动。 同时还安排到天安门和鸟巢
等地参观游览， 让这些学员在紧张的学习培
训之余， 放松身心， 感受首都北京的发展变
化和崭新风貌， 感受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关
心和关怀。

在庄严的大法庭， 在现代化的中法庭和
小法庭， 学员们都因能亲身体验最高审判机
关这一“殿堂” 而激动不已。 “感觉非常神
圣！ 非常庄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阿布都
肉苏力·阿里买买提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北京，

但如此近距离地参观最高法院却还是第一
次， “在国家最高审判机关里， 我更感受到
了法律的尊严。 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对我们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这么重视， 我们都非常
感动。”

“我一边参观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
就是我们的‘总部’， 很壮观， 很肃穆， 但

同时又很亲切， 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西
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人民法院院长金美
旺姆是第一次来北京， 参观的时候， 她掩饰
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我们那儿工作任务
很重， 出来学习很不容易， 最高人民法院领
导考虑得这么周到， 安排了这次参观活动，

真让我们感动。”

严格管理一丝不苟
记者了解到， 此次新任院长培训班人数

达
600

余人， 培训内容有十多个单元， 因培
训地点地处郊区， 服务保障任务重， 管理难
度大。 为了给学员们创造一个最佳的学习环
境，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等
部门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一切以学员
为中心， 以规范化和人性化的管理为手段，

倾注热情， 强化责任， 关注细节， 受到了学
员们的普遍好评。

每晚十点半， 在大部分学员都已经休息
了的时候， 培训地点———外研社国际会议中

心的一间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 总班主任和各
行政班班主任等工作人员还在开一天的例会，

总结一天的工作， 就第二天的工作进行布置。

而在白天， 这样的碰头会、 协调会随时在开，

就培训过程中的问题和工作随时进行总结和落
实。

记者看到， 每位班主任及教辅工作人员手
里， 都有一份《工作路线图》 和《职责明细
表》， 每天的工作， 具体到以分钟计的时间、

地点、 任务， 都有详细的方案和要求， 每位班
主任还有一份《工作流程图》， 随着培训的进
展， 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和进程管理一目了
然。

铁的纪律是大型培训班成功的保障。 培训
班的考勤非常严格， 每天进行通报。 在教室门
口， 记者就看到了一份公布学员缺勤和迟到等
情况的通告， “纪律非常严格， 好像回到了学
生时代。” 许多学员都这么反映。 培训班实行
严格的请假制度， 半天以上的假期都需学员所
在地的高院政治部具函向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请假。 平时学习结束有学员外出， 规定晚上

11

点前必须返回培训住地， 每天晚上
11

点
半， 总班主任带着各班班主任会准时在大门口
巡查。

厚爱有加贴心服务
但在严管之外， 更多的是“厚爱”。 在总

结第一期培训班经验和吸收学员意见建议的基
础上， 第二期培训班推出了许多人性化的服务
措施， 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我们在培训住地设立了三个台———总服
务台、 咨询台和值班台， 有专人负责解答和解
决各种问题， 学员随时随地都能得到帮助。”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 培训班总班主任郝银钟
介绍说， “我们实行的是首问负责制， 只要学
员有什么问题， 问到了我们工作人员那里， 尽
管可能不是他负责的， 也要负责进行引导和联
系， 给学员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们是

24

小时
随时待命， 立体化服务， 防止出现非工作时间
没人管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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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管厚爱 细心服务

———全国新任中基层院长主题培训班服务学员记事
本报记者罗书臻

针对农民夏收生产任务比较繁重的实际情况， 为减少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之苦， 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想群众所想， 急群
众所急， 将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材料送到他们家门口， 以让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搞好农业生产， 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 图为近
日， 该院立案庭干警深入大蒜之乡白桥镇向

4

位蒜农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朱守华陈宜森摄

7

月
10

日， 在黑龙江法院第二期预备法官培训开班仪式
上， 参加培训的

157

名预备法官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面向国旗
宣誓。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东华、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述元在现场监誓。 图为预备法官集体宣誓。

段春山詹平陈凡摄

本报杭州
7

月
10

日电 （记者
余建华孟焕良通讯员冯亚景）“某
日，你受亲友、长辈、老师或同学邀请聚
餐，入席时发现有案件当事人在场，你会
如何处理？如果该当事人是中途到场的，

你又会如何处理？”这是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7

月
9

日发布的《柔性处理，艺术拒
绝———法院干警拒礼、拒请、拒托提示手
册》中的一个模拟场景。《提示手册》发布
后，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批示肯定：“省
法院编写的这本小册子，内容具体，生动
直观，实在管用，是加强法院队伍反腐倡
廉建设的创新之举。 希望切实抓好有关

学用工作， 真正使这本小册子发挥大作
用。 ”

《提示手册》是浙江高院深化廉洁司法
风险防范管理、 创新廉洁司法教育模式的
重要成果。 身处熟人社会， 法院不是隔音
空间， 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难免会
碰到亲友、 同事、 战友、 师长、 同学、 老
乡等找上门就案件说情、 打招呼， 甚至
“被” 送礼请托等。 “如果法官接受说情
送礼， 天平将会倾斜； 冷冰冰、 硬邦邦地
简单拒绝又可能导致与亲朋好友断绝往
来。” 该院院长齐奇说， 法官不仅要敢于
拒绝、 勇于拒绝， 还要善于拒绝、 艺术拒

绝。 为此， 该院纪检组监察室在广泛调研
的基础上编写了《提示手册》。

《提示手册》 立足法院工作实际和特
点，围绕立案、审判、执行、诉讼保全、调解、

司法鉴定等司法工作中心环节、重点岗位，

精心模拟了
20

多种法官在办案中可能遇
到的送礼、请托场景，将抽象、枯燥的廉洁
司法风险转化为鲜活、灵动的案例，给出柔
性、艺术的处理建议，还配以各种通俗易懂
的反腐倡廉漫画作为补白，增添了可读性，

使广大法官在“会心一笑”中潜移默化受教
育，有效防范廉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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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放拒腐提示手册构筑廉洁司法“防火墙”

省委书记赵洪祝批示肯定

道理通了 事情明了 村里稳了

———江西永丰高家村农民眼中的法院“三民”活动

本报记者李阳姚晨奕本报通讯员傅运华

本报讯 （记者朱云峰）

7

月
9

日， 澳门特别行政
区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率澳门特区法院代表团在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的陪同下在陕西参观访问。 陕西省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会见了岑浩辉
一行。

安东对岑浩辉一行来陕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向客人
重点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 法院建设和审判执行情况
以及司法改革、 法官队伍建设等情况。

岑浩辉对安东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简要介绍了澳门
三级法院基本情况， 并邀请安东在方便时带领陕西法院代
表团访问澳门。

本报讯 （记者张之库通讯员严怡娜） 近日， 辽宁
省铁路法院、 检察院移交签字仪式在沈阳举行， 标志着沈阳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以及所属的辽宁省境内沈阳、 大连、 锦州、 丹
东铁路运输法院正式移交地方实行属地管理。 辽宁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苏宏章，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 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肖声出席仪式并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铁道部和辽宁省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签字仪式。

苏宏章强调， 辽宁省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 坚决落实
协议内容， 加强协调、 密切配合， 努力为促进辽宁铁路运输事
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铁路法院、 检察院要
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不断完善工作协
调机制， 积极探索在新体制、 新机制下开展审判、 检察工作的
规律和特点， 努力为铁路事业的发展提供法律服务， 为辽宁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沈阳铁路法院移交地方管理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代表团访问陕西

本报银川
7

月
10

日电 （记者周崇华） 旨在提高人民
法庭庭长思想政治素质和司法能力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法庭
庭长培训班今天结束。 来自全区

22

个基层法院的
63

名人民法
庭庭长参加了为期

5

天的集中培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基层法官轮训的通知》 和
《

2012

年宁夏法院教育培训计划》， 培训班围绕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和“忠诚、 为民、 公正、 廉洁”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新
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主题、 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
议精神、 民事审判热点难点问题、 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能力和方
法以及法官职业道德、 法官行为规范、 公正廉洁执法等进行了
专题讲座和研讨。 安排

10

个人民法庭庭长介绍了法庭工作经
验。 培训班还组织实地参观学习了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人民法
庭和青铜峡市人民法院服务宁夏“一号工程” 建设、 建立完善
“四位一体”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薛伟萍调解室” 的成功做
法， 并为

63

名人民法庭庭长安排了一次体检。

宁夏集中培训人民法庭庭长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白瀛） 全国“扫黄
打非” 办公室

10

日公布了
8

起近期判处的“扫黄打非” 重点
案件。

7

起为贩卖盗版、 淫秽光盘或盗版软件， 最高被处有期
徒刑

10

年，

1

起为被列为
2011

年全国“扫黄打非” 十大案件
的海南海口“

2

·

16

” 非法出版期刊案， 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600

万元。

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加大对制
作、 销售非法出版物的刑事打击力度， 绝不手软。

具体案情如下：

———贵州贵阳“

2

·

22

” 贩卖盗版淫秽光盘案。

2012

年
2

月
22

日， 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会同贵阳市文化市
场执法部门， 在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

289

号
3

栋
2

单元
302

室查获一个存储盗版、 淫秽光盘窝点， 现场查缴盗版光盘
42

万余张、 淫秽光盘
1

万余张， 抓获涉案人员张建民。 近日， 贵
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张建民有期徒
刑

10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海南海口“

2

·

16

” 非法出版期刊案。

2011

年
2

月
16

日， 由海南省“扫黄打非” 办公室牵头成立的非法报刊诈骗案
件专案工作组在海口市捣毁

3

处非法出版窝点， 抓获以郭海
弘、 符莉夫妇为骨干的犯罪团伙成员

9

人， 现场查获《中国教
育研究》 等

20

种非法期刊和《中国医学论坛报》 等
4

种非法
报纸共计

1.8

万余册（份）， 涉案金额高达
1000

多万元。

2012

年
6

月
27

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符莉
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600

万元， 分别判处郭海弘、 符晓倩
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云南昆明“

7

·

08

” 贩卖淫秽光盘案。

2011

年
7

月
8

日， 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西山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前卫派出所根据掌握线索联合行动，

破获一起贩卖淫秽光盘案件，查获淫秽光盘
1

万余张、盗版光
盘

10

万余张，抓获涉案人员
2

名。 经查，犯罪嫌疑人杨建平从
广州购进淫秽光盘后在音像店暗中销售，范围遍及全省各州市。

2012

年
2

月
14

日，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淫秽物品牟
利罪判处杨建平有期徒刑

6

年， 并处罚金
6

千元。

下转第二版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重点案件

本报讯 （记者茶莹通讯员刘学斌） 记者从
7

月
9

日结束的云南全省法院调研工作会议上获悉， 云南省各级法
院凸显调研工作“服务党组中心工作、 服务领导决策、 服务审
判、 服务基层” 的特点， 紧扣区域特点， 服务工作大局， 一大
批优秀调研报告实现了成果转化和利用。

截至
2011

年底，云南全省法院共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完成《三
五改革纲要》部署的

130

个改革子项目；积极推进完成
12

项由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完成云南省自主创新的改革
项目牵头任务

9

项；共出台司法改革规范性文件
50

份，内容涉及
司法改革的各个方面，得到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和省委政法委
司法改革检查领导组的充分肯定，取得了突出的改革成果。

2011

年， 云南高院把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高耗能高污染
企业退出市场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云南特色产业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 边境地区涉外案件审判、 刑事被告人财产查控保全
机制、 民事案件速裁、 环保专门化审判和环保公益诉讼等

30

多个问题确定为重点调研任务， 在全院树立了“大调研” 格
局。 据统计，

2010

年至
2011

年云南高院共开展调研
50

余项，

制定规范性指导意见
13

件， 为着力解决云南全省法院工作中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紧扣区域特点服务工作大局
云南法院调研成果转化利用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