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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拓宽社
会监督渠道， 给人民群众一个便捷的倾诉平
台，近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启用
全省首个“投诉服务中心”。

该投诉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受理群众对该
院干警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对法院
工作及法官的批评、建议、意见和要求，负责
网上投诉办理系统的建设、 管理与内容更新
等工作。

该院通过网络、新闻媒体、手机短信等方
式向社会公开法官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公
告举报投诉电话和电子信箱，专门开通

400

热
线电话、

qq

群、微博等多种沟通渠道，欢迎各
界群众以多种方式监督法院工作。

对每件来电、来信、来访，该院要求中心工
作人员一案一台账，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
落实”，能当场答复的事项，要第一时间回复，

暂时不能回复的，根据情况尽快批办、转办，督
促相关部门作出答复，并启动实时跟踪程序。

该投诉服务中心开辟了东港法院接受
社会监督、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快速化解矛
盾纠纷的新平台。 启用以来，共接待群众来
访

35

人次，通过
400

热线电话、信件、邮件等
方式受理投诉

3

件、意见建议
7

条，对群众反
映的个别案件审执效率低、个别法官态度不
热情以及法律文书内容存在瑕疵等方面问
题，均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樊艳潮张晓燕）

日照东港设立“投诉服务中心”

9

月
10

日，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作为法制副校长活跃在当地各中小学校， 为广大师生宣传讲解
教师法、 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图为该院法官在焦作市塔南路小学给师生上法制课。

毋剑慧摄

“家门口的法院”受欢迎

“用法院的钱办群众的案”

———广西凤山县法院走山区法院特色审判之路
本报记者李阳黄星航本报通讯员黄甫彪黄桂梅

8

月
15

日是凤山县砦牙乡赶圩
（赶集） 的日子。 上午九点刚过， 七
乡八镇的村民们便从四面八方赶来，

叫卖声、 讨价声、 汽笛声……乡村的
集市渐渐热闹起来。

一条印有“凤山县人民法院巡回
法庭” 字样的横幅下面， 一字排开的
服务桌前挤满了人。 四名身着法官服
的干警不停地把桌上的十几摞绿色的
小本本分发给围观的群众， 并不时地
回答他们提出的法律问题。

68

岁的卢老汉从人群中挤到桌
前， 用壮乡话跟副庭长黄忠浪聊了起
来。

经县法院工作人员翻译， 记者
了解到卢老汉正为一起林权纠纷
发愁。 他和同村人就一块林地的
使用权起了争议。 黄忠浪建议他
先写个申请报告， 到林业部门确

权。 如果对确认结果不服， 再到
法院来。

太阳很快转到了头顶， 咨询的、

领宣传材料的人群渐渐散去。 法警
罗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咕咚咕咚
地猛喝了几口水。 他和其他三位法
官一样， 忙着发放法律宣传图册和
解答群众疑问， 在

30

多度气温的炙
烤下站了近三个小时， 连口水都没
顾得上喝。

“现在正值农忙， 今天来的人算
是少的了， 才发了

200

多本图册。 赶
上人多时能发

500

多份哩。”

事实上， 凤山法院的巡回法庭是
由凤城、 长洲和平乐三个派出法庭整

合而成的大巡回庭。 在保留法庭原有编
制的基础上， 凤山法院打破了条块儿分
割的案件管辖范围， 采取联合办案模
式， 由法庭负责人统一调配办案人员，

并在各个乡镇司法所设立办案点。 如
此， 既方便了群众， 提高了效率， 又激
发了队伍活力。

老法官阅历丰富， 为了充分利用这
批人力资源， 凤山法院将审判经验丰
富、 年龄偏大的法官调配到审判监督
庭， 负责小额争议、 交通事故纠纷等案
件的诉前、 庭前调解工作。 将民一、 民
二庭合并成立民商事办案组， 专门负责
对较为疑难、 复杂的民商事案件的审
理， 确保案件质量。

凤山法院的法官们常年奔走在山山
岭岭， 勾勾岔岔。 为找到当事人， 他们
常常起早贪黑， 要赶在当事人出门做工
前或收工后找到他们。 多年来， 绝大多
数办案法官饮食作息不规律， 有的甚至
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他们用脚步丈量出了司法为民的温
度。 许多村民反映： 由于山高路远， 以
往出了问题时， 大伙六神无主， 求天天
不应， 呼地地不灵。 现在好了， 法院就
在家门口， 找人容易， 打官司容易， 问
题不出村就能解决了。

从目前情况看， 凤山法院的这一
做法取得了较好效果： 今年

1

至
7

月，

共受理民商事案件
312

件， 调撤率
95%

， 居全市法院系统第二位。 从
2010

年至今， 该院一直保持着无执行
积案记录， 实现“零投诉”、 “零信
访”。

见到陈宝英是在他位于长洲乡那
爱村兰江屯的家里。

因修筑了一条通往自家院落的人
行道侵占了邻居的宅基地， 去年

6

月， 陈宝英被告上法庭。 原告不是别
人， 而是他的堂兄。

陈宝英放下地里的活儿回到屋
里， 努力用普通话向记者讲述这一
切。

起初是兄弟双方协商， 后经人民
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也未能达成共
识。 案子到法院后， 办案人员非常注
重查清案件的事实， 邀请乡府工作人
员、 土管所工作人员及大队干部一起
到现场勘测， 几次上门调解。 最后达
成协议， 陈宝英同意自行拆除部分争
议道路。

陈宝英的家距县城要一个多小时

的车程。 他告诉记者， 如果不是法官
上门办案， 他要乘坐“柳微” （柳州
微型汽车） 去法院， 除去吃饭， 一次
往返路费就要

20

元。

更让他高兴的是， 案子结了， 法
院没有收取他的诉讼费， 他和堂兄一
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山区小法院不能盲目和发达地
区法院比案件数量， 比审了多少大案
要案。” 在闭克武看来， 由于交通不
便及经济条件的限制， 很多群众到法
院进行诉讼活动往往会花去大量的人
力和财力， 有时甚至还不能达到预期
的效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群

众的负担。

闭克武认为， 从实际出发， 走山
区法院的特色之路才是凤山法院的立
院之本， 具体说就是要“用法院的钱
办群众的案， 而不是用群众的钱办群
众的案”。

2011

年以来， 除了对残疾、 特困
等特殊当事人施行免费诉讼外， 对依法
应收取的诉讼费在

50

元或
50

元以下的
案件， 凤山法院一律免收。 据统计

,

今
年

1

至
7

月， 全院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的当事人缓、 减、 免诉讼费近

6

万元；

“倒贴” 车油费近
11

万元； 仅律师费一
项， 便为当事人累计节省

10

余万元。

交警大队挂牌成立交通事故巡回法庭以
来， 直接为群众节约诉讼成本

3

万余
元， 间接为群众节约事故处理费用

6

万
余元。

这样做是否会增加法院的负担？ 记
者忍不住道出了疑问。 “省了百姓的
钱， 暖了百姓的心”， 闭克武的心里有
一本大账， 法院免费解决纠纷， 群众就
多了一份信任， 调解就更容易接受。 试
想， 如果一起纠纷处理不好引发上访，

那该浪费多少司法资源啊。

在“巡回审判”、 “减免诉讼费”

已成为普遍共识的司法行为中， 凤山法
院的做法说不上有多大创新， 但却让记
者记住了这个小小的山区法院。 因为他
们找到了能动司法与本地发展实际的
“结合点”， 实事求是地探索出了适合自
己的立院之本。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 我家那地儿不但落
后，而且偏僻、闭塞，电视极为稀罕，谁家要是
有这样的物件儿就自豪得很， 就连报刊也少
得可怜，很难了解外面的精彩世界。我是幸运
的， 有报可读， 且是一见钟情的《人民法院
报》，想想那时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的法官就
崇拜不已。

当时舅舅在法院工作，常能带些旧的《人
民法院报》回来，我便照单全收，逐一阅读并
剪辑成册，另外，遇不解之处还要向舅舅讨教
一番，以决胜负，结果是明摆着的，次次都是
我理屈词穷、败北而终。

后来，我家发生了一件事：由几个邻居合
伙出资购买的一台打麦子用的脱粒机被盗
了，因在我家存放，自然由我们承担责任，最
后只好拿出积攒已久的一千多元钱加上赔礼
道歉才算了结了此事， 这对本不富余的我们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活更加拮据，当时
对小偷那个恨能把牙咬碎。

又是一年忙种时， 大垛小垛的麦子集合
到晒场上等待主人脱粒，家家忙得不亦乐乎。

母亲在别人家的晒场上发现一台脱粒机与
我家被盗那台有几分貌似，经仔细辨别后得
到确认，我们就是它真正的主人，经反复询
问得知，现在是属于村里一“霸”拥有。 父母
是标本式的农民，本分老实，加上事情已过
去了两年多，就不想再为这事添麻烦，生怕
闹出什么乱子来。 我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凭
什么偷了东西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算完了呢，

这不但助长了他的“霸”气，也助长了他偷的
“勇气”，一定得去讨个公道才行。

于是，我把平时剪辑的《人民法院报》关
于盗窃的案例部分整理好，并设计好了开场

白，去见了那个村霸。 我说：您家的那台脱粒
机和我们两年前的那台一模一样，我想问问
这是怎么回事，您也不用急着告诉我，这儿
有我从《人民法院报》剪辑的一些处理盗窃
的案例，您先看看，过几天再告诉我结果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说实话，对这样一个身
材魁梧，看上去很凶恶的村霸来说，我心里
的确有些发憷，对于讨公道这事没抱什么希
望。

可能过了三四天的样子，他找到我，态度
一改往常，和蔼了很多，也礼貌了许多，把事
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当谈到如何解决时，他提
出把脱粒机返还我们，并愿意适当赔偿，还诚
恳地认了错，希望我们能谅解此事。我同意了
收回属于我们的脱粒机， 不过没接受他的赔
偿，因为都一个村住着，激化了矛盾也不便于
生产生活， 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事能用得着
呢。 就这样，一桩盗窃案和解了。

此事算是让我出了“风头”，自那以后，邻
里遇到什么涉法的事都会向我请教一二，幸
运的是我给的建议常能奏效， 这一切都应该
归功于《人民法院报》。

再后来，到了法院工作，此报使我的受益
就更大了，不管工作多忙，我总要挤出时间读
读，当作我每天的必修课。

《人民法院报》———这个伴我成长的良师
益友，我想对你说，爱上你，我情难自已。

情难自已爱上你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仝伟奇

“环山似凤，环凤皆山”，位于桂西北的凤山县因此得名。初到凤山县法院时，院长闭
克武的心头沉甸甸的。 “穷”是凤山的基本县情，年财政收入仅

1

个亿，不仅是国家级贫困
县，还是广西区最贫困的县，群众诉讼难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小事由于长时间得不到解
决，拖成了大事，影响基层稳定。 “穷则思变”，闭克武决心在“变”字上做好文章。

“赔本生意”赢民心

“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

为杜绝文书错误， 提升法院公信
力， 应审判人员迫切要求，

2012

年
2

月，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审管
办牵头， 引进了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人民法院司法文书纠错系统》

（以下简称“纠错系统”）， 经试用， 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该款软件对办
案人员文书制作有较大的帮助， 也能
够杜绝一些低级但社会反应比较大的
错误。 软件操作使用简便， 略懂电脑
操作的人， 只要经过几分钟的讲解，

便可以使用“纠错系统” 进行裁判文
书的校对。

裁判文书纠错软件经初步使用后，

总体效果较好，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功
能上。 一是能够从法律理论与法律规定
方面来检查文书中的错误。 在这一块功
能上， 主要是本案法律条文引用、 判决
结果等方面进行纠错检验。 尤其是对判

决结果的检验， 该软件能够清楚地查找存
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 二是能够从逻
辑上查找文书错误。 主要反映在能够通过
对文书整体结构的扫描， 查找不符合语法
逻辑， 或是段落间、 分项间存在的逻辑错
误。 三是能够从拼写方面检查文书内容的
错误。 具体功能包括数字、 标点符号、 文
字等拼写错误检查。 四是有定期更新服
务。 现在法律条文尤其是一些基本的法律
法条全国人大几乎每年都会修订， 本软件
对法律知识库、 校验文书规则、 错别字
库、 软件技术内核等内容每年至少提供

2

次更新服务。 在法律引用中， 软件能够根
据案情提供法律引用具体条文， 也能够对
已引用的法律条文进行甄别， 剔除多引，

纠正错引， 补充少引。 五是具有一些文书
制作的辅助功能。 “纠错系统” 除做好纠
错工作外， 还能按照规定的标准排版， 解
决了审判人员只会输入文字， 不会排版的

苦恼， 还能自动生成送达回证等相关文
书。 除了免去书写上的麻烦， “纠错系
统” 还能引导我们进行刑事案件中的量刑
检查。

总体上来说， 纠错系统能够较好地对
裁判文书的格式规范性、 信息完整性、 逻
辑一致性及法律规范性等方面进行校验，

提示错误或存疑并提供相应的修改意见，

这对于裁判文书的权威性与法院的司法公
信力具有较大的提升作用， 能更进一步地
提高文书质量， 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 有
助于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裁判文书纠错系统提升法院公信力

莫佩华刘勇

（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