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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两会”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河南沁阳法院工作方式创新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常明军张建忠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在主动服务上寻求突破，采取“法庭白皮书”、矛盾调解经验交流会、矛盾化解现场会的“一书两

会”工作机制，不断延伸人民法庭职能，在有效预防纠纷的同时，提高了基层调解人员的工作技能，有力促进了辖区内的社会稳定。

法庭白皮书延伸司法职能

姚占青是西万镇邰村的专职民调
员， 他每周二都要到西万法庭值班， 专门
调解本村的民事案件。 民调员之所以能在
法庭调解案件， 还要从沁阳市法院给西万
镇政府发出的“法庭白皮书” 说起。

邰村是一个人口约一万人的大村。

今年以来， 仅仅第一季度， 该村就有
13

起民事纠纷闹到法庭。

西万法庭对邰村近一年的案件进行
了梳理， 发现该村案件数量较多、 类型繁
杂， 就在详细分析该村案件的类型和原因
后， 制成“法庭白皮书”， 通报给了西万
镇政府。 西万镇党委听取了法庭的建议，

让姚占青于每周二到法庭上班， 协助处理本
村的民事案件。

“我在法庭参与案件调解的过程中， 向
法院的干警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 调解技
巧， 调解水平大有提高。” 姚占青说。

4

月至
8

月， 邰村新发现的矛盾纠纷
被姚占青一一化解， 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
村”。

“对案件进行细心梳理， 往往能够了解

矛盾主要发生在何处， 也能发现社会管理中
的弱点， 提前预防矛盾的发生。” 沁阳市法
院院长秦树星说。

为在全市全面形成社会矛盾综合治理的
良好局面， 今年， 沁阳市法院各个法庭每季
度对辖区乡（镇）、 村（街）、 重点企业所发
生的案件按数量、 类型、 当事人状况、 发案
原因、 结案方式、 是否有效调处、 是否涉诉
信访案件等进行统计汇总。 根据统计数据，

按所在区域单位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和区
域单位间的横向比较， 据此对各个区域单位
的社会治安状况作出科学评估， 以“法庭白
皮书” 的形式， 向辖区党委、 政府、 村
（街） 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书面通报。

针对辖区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与漏洞， 向
辖区党委、 政府、 村（街）、 重点企业及相
关行政执法部门发出司法建议， 指出问题，

提出具体可行的工作建议。 今年以来， 辖区
的

4

个法庭共向全市
13

个乡镇发出司法建
议

14

次， 通报存在的问题
17

个， 有效地促
进了基层组织及相关职能部门管理水平的全
面提升。

沁阳法院各派出法庭还选派业务骨
干， 定期在辖区内发案较多、 涉诉信访量
大的地区举行矛盾化解现场会， 以接访的
形式现场解决问题。

“我们每周都派人到沁阳市的各个乡
镇， 配合当地领导共同接访， 当场提供法
律依据， 当场解答群众疑问， 当场化解矛
盾纠纷。” 邓秋霞说， 这一制度使一些多
年未化解的矛盾得以解决。

在一次接访中， 西万法庭庭长张敏
洁遇到了前来反映问题的上访户纪某。

张敏洁了解到， 纪某与其邻居关系不和，

双方常为排水、 通行等问题发生纠纷， 她
多次越级上访反映问题， 但始终未得到解
决。

对此， 张敏洁结合实际情况， 本着便于
生产、 生活的原则， 当场提供相关法律依
据， 找出双方发生纠纷的症结， 并为党委、

政府提出操作性强的建议， 政府随即根据这
些法律规定和有效建议制订解决方案， 使纪
某的问题得到解决。

今年， 沁阳市法院针对发案较多、 涉诉
信访量大的村（街）， 积极向辖区党委汇报，

实行定期驻乡（镇）、 入村（街） 工作制度，

选派法庭业务骨干， 与乡
(

镇
)

综治干部、

村（街） 民调干部、 人民陪审员在乡（镇）

机关深入村（街） 联合接访， 现场解决问
题。 截至目前已联合接访

30

余次， 有效解决
纠纷

47

件， 既有效减轻群众诉累， 又确保矛
盾及时化解， 不升级不上移。 同时， 通过现
场办公会和不断扩大巡回审判工作力度， 使
基层民调人员的业务能力显著提升。 今年
来， 共组织矛盾化解现场会

15

次， 巡回开庭
100

余起， 法制宣传的效果明显增强， 辖区
各类矛盾纠纷发生率与往年同比下降了
30％

。

不久前， 山王庄镇张坡村村长赵国遇
到了一件难事， 他们村的王某和张某因为
人身损害赔偿问题闹个不休。

王某在为张某修车时， 突然发生了爆
炸， 王某被炸伤。 王某认为他属于无偿帮
工，张某应赔偿其全部损失。张某则以承揽
修车为由拒绝赔偿。

赵国进行了多次调解， 但矛盾双方各
执一词，互不让步，眼看着就要闹上法庭。

8

月
6

日， 在西万法庭组织的矛盾调解
经验座谈会上， 与会人员积极给赵国出主

意，最后，赵国决定用现场听证的方法进行调
解。

赵国组织村民进行听证， 让当事人陈
述理由， 出示证据， 然后由广大村民共同
评判是非。 面对朝夕相处的村民， 王某不
再坚持是义务帮工， 而张某也答应赔偿。

最终，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赔偿协议， 矛盾

得以化解。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些村干部和民调
员积累了很多调解经验和方法， 而另一些却
缺乏调解技巧。于是，我们便定期组织各村村
干部、民调员碰面交流调解经验，共同提高。”

沁阳法院副院长邓秋霞说。

针对发案率低、信访量小的村（街），沁阳

市法院积极向市委综治机构汇报， 组织法院
干警、乡（镇）综治干部、村（街）民调干部及相
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调研取经， 及时总
结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经验型做法， 大力推
广。 今年来共组织经验交流会

9

次，总结推广
经验做法

8

个，

300

余名干部得到培训，基层民
调人员的业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该院还提
炼总结出来了冷却待机调解法、 求同存异调
解法、亲情感化调解法、判例参照调解法、多
部门联动调解法等调解方法， 有效促进了社
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稳定。

经验交流会提高民调员技能

矛盾化解现场会化解纠纷

在模糊的世界书写坚强

———记湖北襄阳中院审判员王韶谦
本报记者王洪

患青光眼
9

年， 他在这个日渐模糊的世
界里，苦钻审判管理工作，成为湖北省襄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领域的突出人才。

2011

年， 由他起草的审判管理系列规定，成
为襄阳市两级法院指导性文件； 在他的努力
下，襄阳中院积极落实审限综合预警机制，杜
绝了无正当原因超审限案件。 他就是襄阳中
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审判员王韶谦。

得了青光眼算不了什么， 我要珍惜
每一天，有意义地度过每一天。如果我倒
下，我不愿倒在病床上

1995

年
7

月，王韶谦大学毕业后进入襄
阳中院。

2002

年
6

月，王韶谦走上办公室副
主任岗位，承担网络建设和大事记、年鉴、管

理规定等大量文秘材料的写作编纂工作。

2004

年初，王韶谦感觉视力下降得很厉
害，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头痛、恶心、

呕吐。 他来到市中心医院检查， 确诊为青光
眼。 医生叮嘱，要完全休养，尽可能减少对眼
睛的使用，如果控制不住可能会永久性失明。

“当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王韶谦说：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模糊的世界。 眼球变
硬， 缺乏活力与弹性， 让人一看就觉得不正
常。我害怕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 ”他无法像
以前一样正常上班，连看电视、上街购物都成
为一种奢望。

在家休养期间， 王韶谦慢慢冷静下来。

“得了青光眼算不了什么， 我要珍惜每一天，

有意义地度过每一天。如果我倒下，我不愿倒
在病床上。 ”

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他成为审判管
理领域的专家，他起草的审判管理系列规
定，成为全市两级法院指导性文件

“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人生价值应当通
过工作体现出来。”王韶谦在电脑上使用了一
款畅听软件， 不需要请他人帮忙校对文字材
料，就可以把最高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 襄阳中院出台的有关审判管理文件以
及领导讲话输入电脑里面，反复听、学。

长期以来， 超审限案件一直是困扰法院
审判工作的顽症之一。 为了实现襄阳中院党
组提出的杜绝超审限案件的目标， 王韶谦很
快熟悉了审限综合预警机制， 并依托审判流
程管理系统这一信息平台，对案件实行远期、

中期、紧急审限预警。

2011

年，襄阳中院杜绝

了无正当原因超审限案件。

2011

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几经修改发布了
审判绩效考评

31

项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十
分复杂，王韶谦借助畅听软件，反复听、学，很快
掌握了各个指标体系之间的关系和权重比例。

通过体系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问题分
析原因，提出对策。

王韶谦还起草了《关于增强审判绩效考评
31

项指标体系对审判工作指导作用的若干意
见》、《关于审判信息录入管理规范》等一系列制
度，对于审判工作常见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

如今， 这些规定已经成为襄阳两级法院做好审
判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在王韶谦以及全院干警的共同努力下，

2011

年该市法院审判绩效考核在全省法院名
列前茅。

本报讯 （记者朱云峰
通讯员赵建业） 陕西省洛南
县人民法院近年来依托审判工
作，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切实做好对未成年犯的“教
育、 感化、 挽救” 工作， 制定
了“七个一” 帮教措施， 积极
帮助未成年犯改过自新、 重新
做人。

洛南法院对宣告缓刑的未成
年犯， 在缓刑考验期内， 由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召集，

每年在少年法庭召开一次帮教座
谈会， 邀请县委政法委、 县妇
联、 学校等单位参加， 对未成年
犯进行面对面的帮教活动； 该院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每年组
织对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到县敬
老院、 福利院、 孤儿院等单位开
展一次义务劳动或献爱心活动；

为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每人每年订
阅一份法制报刊， 以增强其法律观
念； 该合议庭在缓刑考验期半年内
对未成年犯进行一次回访， 及时了
解其思想、 工作、 学习及生活等情
况； 该院每一季度督促被判处缓刑
的未成年犯要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合议庭递交一份思想、 工作、 学习
的总结报告， 使该合议庭能够及时
了解未成年犯的改造情况； 他们还
建立了未成年人希望林工程， 由院
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林业部门确
定了一块林业基地， 每年春季召集
未成年犯和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合议庭法官共同植树； 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合议庭法官对投入劳动
改造的未成年犯每年到监管场所进
行一次回访， 协助监管部门加强对
未成年犯的改造， 促使他们早日回
归社会。

洛南法院七招挽救失足青少年

本报讯
8

月
8

日， 江西省
丰城市人民法院召开了新一届特
邀执法监督员座谈会， 聘请的全
部执法监督员参加了会议。

为进一步密切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联系， 使社会各界和
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案件审理和执
行、廉政建设、审判作风、法官形
象等实行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

丰城法院近日从新一届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选聘了
12

名执法监督员，对法院工作进
行监督。 各执法监督员在法院旁
听了当日的刑事、 民商事案件庭
审之后，对丰城法院的审判作风、

庭审规范、硬件设施、法官形象现
场给予了充分肯定。

该院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
了近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今后的
工作计划， 院长黄兆麟向执法监

督员颁发了聘书。黄兆麟表示，聘任
执法监督员是丰城法院在坚持内部
监督的同时， 拓宽外部监督渠道的
一贯做法，是法院工作的动力、提高
法院形象的手段。为此，他对各位执
法监督员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是要
多关心。 希望各位执法监督员通过
各种途径，更多地关心法院的工作、

发展。二是要多联系。希望各位执法
监督员多旁听案件庭审、 多参与该
院案件回访、 适当参加法院案件执
行、参与法院每周一次的集中接访、

每半年报告一次工作等。 三是要多
支持。 在法院的工作仍面临很多困
难，司法环境还不够理想的今天，希
望各位执法监督员要多宣传法院工
作，使群众能自觉维护司法的权威，

履行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为
推进丰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作出更大贡献。 （江岚）

希望多关心多联系多支持
丰城法院召开特邀执法监督员座谈会

在电影《南平红荔》 中， 廖京生扮演“延
平区人民法院院长”， 这是他第二次在电影中
扮演法院院长。

2006

年， 他曾在反映深圳法
官陈麟基先进事迹的电影《生死界线》 中客串
“中级法院院长”。 廖京生戏言： “人家当官都
是越当越大， 我这‘院长’ 却是越当越小了。”

今年
57

岁的廖京生， 以其阳刚儒雅的外
在气质和含蓄细腻的表演风格， 成为饰演各种
官员的“专业户”。 电视剧《康熙王朝》 中的
李光地、 《人间正道》 中的地委书记、 《阿丕
书记》 中的陈丕显、 《导弹旅长》 中的司令员
等， 他饰演的这些角色都散发着独特魅力， 让

观众难以忘怀。

《南平红荔》 剧组在挑选演员时， “法院
院长” 这个角色曾有多个选项， 但是导演组却
迟迟统一不了意见。 直到有人提起“廖京生”

这个名字时， 大家才消弭了分歧， 一致表示同
意。 事实证明导演组的选择是对的， 廖京生准
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定位和性格特点， 出色地完
成了这次客串演出。

在延平区人民法院拍完杀青戏后， 廖京生
不顾航班时间紧， 耐心地满足了法院干警争相
与他合影的要求。 大家高兴地说： “他这个
‘院长’ 当得很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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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①

：在“全院干警大会” 上， 廖京生是一位威严而又儒雅的“法院院长”。

图
②

：与邬君梅演对手戏， 廖京生“责怪” 戏份太少， 没有过瘾。

图
③

：“廖院长” 童心未泯， 拍片中一有闲暇就摆弄手机。

图
④

：剧中书记员的扮演者、 延平区法院法官朱秀敏与“廖院长” 照了张相， 笑成了一朵花。

图
⑤

：廖京生与剧组和法院干警合影， 满足大家的愿望。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报讯
8

月
7

日下午， 江
苏省金坛市市委副书记、 市长丁
荣余，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
春洪等市领导一行到金坛市人民
法院视察指导工作， 对金坛法院
司法服务大局工作充分肯定。

丁荣余一行先后实地察看
了该院诉讼服务中心、 人民接
待室、 大法庭及信息化建设等
工作， 详细了解和询问了立案
起诉、 诉前调解、 执前监督、

判后答疑、 法律咨询服务、 法
庭建设、 庭审“三同步” 等情
况， 并听取了金坛法院院长周
增伟的工作汇报。 周增伟从服
务大局、 矛盾化解、 队伍建设、

审判管理、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等方面向市领导作了较为详尽
的工作汇报。

丁荣余听取了该院的工作汇
报后， 对该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
肯定， 感谢法院对政府工作的支
持。 他指出， 全市在市委、 市政
府的领导下， 取得了新的成绩。

法院的工作一直处于全市的先进行
列， 为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
出了很大贡献。 特别是在一些关
键、 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地走在了
最前面， 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
用。 法院要全心全意为发展大局做
好司法保障服务工作。 法院在队伍
建设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培养了
一批高素质人才， 发挥了榜样作
用， 为全市各部门的作风建设起到
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丁荣余强调，

法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力
量、 振奋精神、 开拓创新， 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
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法院要从全
市发展、 法院建设和诉讼服务的要
求出发， 创新机制、 工作手段、 工
作方法， 做好发展准备工作。 同
时， 他也表态， 对法院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尽力支持， 肯定会帮助解决
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帮助法院的
发展。

（陈德严）

金坛法院能动司法服务发展大局

市长表示尽力支持法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