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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 湖南省益
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在本季度
举行的庭审大比武竞赛活动第
五场落下帷幕。

12

名审委会
委员以及部分区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组成评审团旁听庭审并
打分评议。

这次庭审比武活动是该院
“两评查”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旨在调动全院干警的工作
积极性， 加强法官的庭审驾驭

能力， 促进全院审判工作进步
发展。

庭审结束后， 评审团对法
官的庭审能力、 庭审礼仪以及
司法行为等进行了逐项点评。

本次比赛结果将纳入审判业务
档案， 与年度目标考核挂钩，

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从
而为法官业务水平、 庭审质量
的有效提高提供了切实的制度
保障。 （张朵）

审委会委员人大代表评审
益阳资阳区庭审比赛结果纳入目标考核

一对师徒与法院报的情结

《人民法院报》湖北记者站唐业继
在《人民法院报》 迎来

2０

周岁生日之际， 在此以两
名深受其重要影响的法官、 记
者的身份， 用书面语言表达
“一对师徒”

20

年来， 对她喜
爱、 被她感动、 为她骄傲、 向
她致以美好祝愿的内心情怀。

“师” 叫吴中全， 是人民
法院报湖北记者站首任站长。

20

多年前， 他从军队转业到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事宣传
工作， 开始信心不足， 成效不
大。 待到

1992

年《人民法院
报》 创刊后， 他与她结下了不
解之缘。 从一年发稿

20

多篇
到一年发稿

200

多篇
(

条
)

；

从一般干部到记者站站长、 宣
传处处长、 三级高级法官， 且
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并
被中宣部、 司法部授予全国
“ ‘二五’ 普法先进个人” ，

1998

年宣传处还被最高人民
法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这些成
绩的取得都与人民法院报的培
育、 引导、 支持分不开。 他多
次对我说： “《人民法院报》

对于我个人乃至法院系统的
专、 兼职宣传干部的成长， 其
影响和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

为此， 他在宣传《人民法院
报》 工作上表现特别出色， 有
一年曾拿下全国法院“五个第
一”： 人民法庭、 基层法院、

中级法院、 高级法院和全省发
行总数各居第一的都在湖北。

天有不测风云。 他在
2000

年
6

月因脑溢血突发进
行抢救。 此事牵动了人民法院
报社领导和全体采编人员的
心。 报社不仅及时给他发了慰
问电， 还援助给他个人慰问
金， 体现了报社党组织对法
院报记者的爱护和关心。 之
后， 时任报社总编辑王运声
等领导还亲临医院病房探望
他。

2011

年
8

月， 报社总编
辑倪寿明出差湖北， 也专门
看望了轮椅上的吴中全。 右
半边肢体瘫痪多年的吴中全
感慨万千， 他说： “报社领
导和全国记者站朋友们对我
的关心和爱护， 进一步加深
了我对法院报的热爱、 眷念和
感激之情。”

今年
1

月
7

日， 吴中全因
再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
世， 《人民法院报》 发来唁

电， 并派部门负责人到鄂参加
追悼会， 给家属送来报社慰问
金。

“徒” 是我本人， 现为湖
北记者站记者。

我第一次在《人民法院
报》 上发表文章， 是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３

日， 标题是《咸宁两级
法院“参谋人员” 立功多》。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湖北高院召开
全省法院宣传工作座谈会， 具
体组织与“操作” 此次会议的
吴中全“点名” 要我参加此次
会议， 并作为唯一的个人代表
在大会上发言。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湖北高院调我到《人民法院
报》 湖北记者站帮助搞“严
打” 宣传工作。 接受任务后，

在近
４０

天的时间里， 我每天
工作都在

１３

小时以上， 在
《人民法院报》 等媒体上发表
多种体裁的稿件共

１３０

余篇，

被湖北高院嘉奖一次。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我被湖北高院和湖北
省人事厅授予“湖北省优秀法
官” 荣誉称号。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我又被抽调到《人民法院报》

湖北记者站从事“抗洪救灾”

宣传工作。 仅两个月就在当时
每周只有

４

期的《人民法院
报》 以及《法制日报》 等报刊
上发稿

１２０

余篇。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宣传处、 记者站因抗洪宣
传成绩突出， 被最高人民法院
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我个人被
湖北高院记二等功一次。

2011

年
7

月以庆建党
90

周年为契机， 湖北省法官协会
办公室为我举办了“唐业继法
制宣传作品展”， 展出新闻摄
影作品

90

幅， 文图作品集
90

本， 倪寿明总编辑还欣然题诗
给予祝贺与勉励， 《人民法院
报》 等

10

余家报刊进行了报
道。

光阴似箭。 人民法院报迎
来了创刊

20

周年的日子， 在
此我本人并代表吴中全向她致
以深深的祝贺与感谢。 我将一
如既往地围绕“订、 看、 学、

用、 剪、 藏、 宣、 写”， 关心、

支持、 爱护、 守望《人民法院
报》。

和谐浪花跃动二十八道河

———黑龙江东宁道河法庭便民司法纪实
本报记者唐凤伟段春山本报通讯员葛生磊

在长白山余脉的宽广臂弯里，大小绥芬河的二十八道支流蜿蜒流淌，依山沿河而建的
26

个村屯，统归黑龙江省东宁县
道河镇管辖，道河镇因而旧称“二十八道河”。

有纠纷，找法官，解难事，在身边。 黑龙江省首届“十佳法庭标兵”东宁县人民法院道河法庭的法官们，年复一年、日又一
日地行走在二十八道河畔，为群众送上法律甘霖，在化解矛盾第一线上奏响和谐之歌。

都说春雨贵如油，道河镇的李洪江、刘树
全却闹起了心。今年春天的一场大雨，他们两
家摆放在河岸边的木耳菌袋， 被溢出河岸的
河水卷入河中。

雨势稍小， 老李和老刘马上跳进河里抢
捞木耳菌袋，捞着捞着，二人争议起来：“你捞
的是我家的！ ”“我家的你也捞了！ ”二人越吵
越凶，索性停止打捞。

“给法庭打电话，让法官给断断！”有帮忙
打捞的群众边说着， 边从手机里找出法庭电

话号码，拨了出去。

片刻， 道河法庭负责人黄大可便冒雨赶
到现场，简单地询问后，径直分开人群，卷起
裤腿下河打捞起木耳菌袋来。 大家愣住了。

“庭长都帮你们捞，你们还愣什么！”人们反应
过来，责怪起老李、老刘。二人互相瞅了一眼，

又跑回河里。

捞完最后一袋木耳菌， 黄大可问：“老哥俩
还吵吗？这些怎么分？ ”。老李、老刘不好意思地
低下头。 “有吵的时间多收回来一些，不比啥都
强。”黄大可劝解道：“捞完了，看看各家包装，找
出自己家的，不就分清了吗！ ”。

“黄庭长，你下着雨来帮俺，俺们老哥俩儿
要是再有啥矛盾，就太不懂事理了。 ”老刘转身
让老伴找件干爽衣服给黄大可换上：“快换件
衣服，都湿了，别着凉。 ”事后，老李、老刘共同
给法庭送来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道河法庭为方便群众有纠纷时能及时联系，

将法官电话在各村屯长年挂牌公示，不少群众把
这个“急救号码”输入到手机里。 对此，道河镇司
法所所长陈洪宇说：“遇到邻里纠纷，只要老百姓
打个电话，法庭二话不说，都会立即赶去处理。 ”

一个电话：化解一起纠纷

二十八道河的角角落落， 哪里有纠纷，

哪里就会出现法官的身影。

今年
8

月初的一天， 记者跟随道河法庭
干警去五排屯旁听巡回审判。 五排屯四面高
山耸立， 山路陡得如同天梯。 这里居住着
17

户人家， 一些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屯。 进
出屯只有一个木板吊桥， 两边无扶手， 人走
上去悠悠颤颤， 桥下是十几米深的山涧。 记
者一步一挪， 总算走过了吊桥， 在脑门上抹
了把汗， 可回头一看， 道河法庭的干警， 却
是脚步轻快自如。

“这个吊桥， 我们走了多少趟了。 熟悉

了， 也就不怕了。” 书记员柏森说。 第一次
过桥， 他差不多是爬过来的。

在屯口的大榆树下， 干警们忙碌起来：

摆正国徽， 放好桌椅， 一个简易的开庭场
所很快搭建好了。 这天公开开庭审理的是
刘老太赡养纠纷案件。 一些群众得知在这
里开庭， 也早早拿着小板凳来到庭审现场
旁听。 一小时的庭审结束了， 刘老太的儿

子们在法官们的循循开导下， 认识到自己的
问题， 最后个个争抢着说“俺把俺娘接到俺
那儿。”

“我们村年轻人都‘飞’ 出去了， 平时只
留下这些空巢老人， 很少有人来， 但法庭可是
我们村的常客。” 屯长姚连启由衷地说： “法
庭一来人， 村里的老人就像儿女们回来一样，

高兴啊！” 记者这才注意到， 开完庭后， 有几

名老人还不走， 拉着干警们的手问长问短， 一
个劲儿地让干警们到自己家里吃饭。 王茂发老
汉说： “俺们有啥烦心事， 都愿意跟法庭的孩
子们说说。”

记者了解到， 道河法庭每年有
200

多天的
时间， 在二十八道河之间巡回审判， 他们开展
了法庭进镇村、 进学校、 进村办企业、 进林
场、 进田间等“五进” 活动， 把纠纷解决到老
百姓身边， 方便群众诉讼， 减轻群众负担。 就
这样一路走， 一路审， 一路调， 一路传播法
律， 法庭干警的足迹踏遍了二十八道河的山山
水水。

空巢老人：法官为俺们解忧

“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

“根据物权法规定， 你家的滴水檐过界
了， 水滴到了人家的院里， 是侵权行为。 要
我说马上得改。” 记者随黄大可刚走进金厂
东村巡回审判工作站的屋门， 就看到一名妇
女在做调解， 对方听得直点头。 黄大可介
绍， 她是该村妇女主任王玲， 也是法庭的诉
讼信息员。

针对法庭人员少， 对辖区
1700

余平方
公里、

26

个自然村屯群众的法律纠纷， 很
难都顾及到， 道河法庭向当地党委建议， 每

个村都选出了一两名有威信、 文化水平高的
群众任法庭诉讼信息员， 经过法庭“培训”

后， 为村民打官司提供法律指导， 帮助联系
法庭、 准备材料， 还顺便解决一些小矛盾，

使矛盾不出邻， 纠纷不出村。

“本来我对法律也不太懂， 开始时只知

道劝说， 现在也知道用法律调解， 都是法庭
的法官们教给了我们本领， 每次来都带一些
资料， 对我们不懂的， 耐心讲解。 现在我成
了我们村最受欢迎的‘法律工作者’ 了。” 王
玲说。

二十八道河， 隔断了一条条山岭， 隔不断

道河法庭的司法为民情怀。 他们克服辖区面积
大、 山路难行、 审判力量不足等不利因素， 创
新方式方法， 推出了地毯式宣传普法、 就地就
近审理案件、 情理交融化解纠纷、 诉讼信息员
以点带面等司法服务措施， 化解了大量诉讼纠
纷， 把和谐送到乡间村屯。 三年来， 该庭审理
的所有案件， 巡回审判率达到

90％

， 诉前调解
率达到

80%

， 无一起案件上访缠诉， 无一起案
件引发群众不满， 和谐浪花跃动在二十八道
河。

诉讼信息员：我成了法律工作者

近年来， 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立
足审判实践， 创新社会管理， 服务人
民群众， 创造性地打造了“交通巡回
法庭”， 专门审理全县范围内的道路
交通安全案件。 交通巡回法庭自成立
以来， 共受理交通事故损赔案

931

件， 其中诉前财产保全案件
65

件，

司法确认
162

件， 开庭审理案件
688

件， 先予执行案件
16

件， 累计为当
事人追讨赔偿金额达

6500

余万元，

无一上访案件发生。

“一站式” 法庭化解类型化矛盾
2009

年
3

月
25

日， 珙县法院在
交警大队挂牌成立了交通巡回法庭，

专门受理各类交通事故案件， 为群众
提供法律咨询或组织调解。 近年来，

该县道路交通事故频发、 赔偿纠纷
增多， 占民事赔偿案件的

30%

左
右。

为建立高效、 快捷的交通事故
处理机制， 法院选派

3

名资深的、

交通事故处理经验丰富的审判员组
成交通巡回专业法庭， 统一受理、

巡回审判全县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针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协议
反悔率高、 交警部门行政调解协议
缺少强制执行力等情况， 交通巡回
法庭采取提前介入矛盾调解， 正确
引导当事人首选非诉调解方式解决
纠纷， 及时、 依法对当事人间达成
的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赋予其强制
执行力， 解决当事人对调解效力的
后顾之忧。

“贴心式” 服务保障当事人权益
交通巡回法庭始终坚持“贴心

式” 服务的理念， 尽最大可能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巡回法庭在审判实践中针对困扰
案件当事人的常见问题开展了积极的
探索。 比如， 针对保险公司怠于赔
偿、 消极救治的特点， 交通巡回法庭
依法大胆对交通事故中有人员伤亡等
特殊情况的案件实施先予执行救助，

切实帮助被害人渡过难关。 在受理案
件后， 经初审确定情况属实的， 即刻
裁定保险公司或肇事方先予支付一定
抢救费或医疗费， 避免因经济困难而
耽误受害人最佳治疗时机导致损失扩
大， 为案件处理奠定基础。 针对重复

鉴定、 反复鉴定的情况， 为避免受害
者多次带残奔波于鉴定机构与法院，

及时审理案件， 法庭在案件受理后及
时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协商， 引导当
事人理性选择鉴定机构， 既确保了司
法公正性， 又将程序简易化。 针对
肇事车辆被查封、 扣押导致损失扩
大的问题， 实行灵活保全措施。 交
通事故发生后， 经济较困难的受害
人， 往往因无法提供担保而痛失对
肇事车辆申请查封的机会； 而一些
肇事车辆作为车主的主要谋生工具，

如长期扣押则对车主造成不可估量
的损失。 为避免损失扩大， 从利于
生产、 生活及理赔的角度出发， 交
通法庭采取冻结车辆过户程序的方
式实施财产保全， 灵活做好肇事车辆

扣押、 保全衔接工作， 既避免了车辆
停运的损失， 又为日后理赔执行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

交通巡回法庭从成立之日起即着
手打造便民诉讼网络， 实行立案审
查、 立案调解、 司法救助、 判后答疑
“一站式” 贴心服务。 突出“快捷”

的特点， 首先倡导当事人调解， 不愿
调解或调解不成则可直接到法庭起
诉， 法庭为当事人提供“格式化诉
状”， 即时立案， 做到快审、 快赔、

快结。

据了解， 该庭受理的交通事故
案件

80%

以上在
30

天以内结案，

一改以上此类案件审理周期长、 程
序繁琐、 调解率低、 理赔困难的局
面。

珙县打造一站式服务交通巡回法庭

郑万湖

本报讯近日， 山东省潍
坊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专门召开了全市诉调对接化解
矛盾纠纷机制工作会， 表彰了
全市推进诉调对接化解矛盾纠
纷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研究
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 潍坊市
委政法委书记、 法院院长、 司
法局局长， 以及潍坊市建立健
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负责人等共商机制完善工作。

2007

年以来， 潍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准确把握新形势下
推进矛盾化解的规律与特点，

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 积极
推动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

相关部门联动， 法院积极主
导、 信息资源共享， 诉求渠道
畅通、 人民群众受益” 为核心
内容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

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有效整合
社会矛盾化解的合力， 实现了
矛盾纠纷化解力量的有效衔
接， 使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和萌芽状态， 有力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

目前， 随着潍坊法院诉调
对接化解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工
作的深入开展， 这一机制逐渐
发挥出的其独特的强大功能，

彰显了多重成效： 调动了基层
调解组织的积极性， 减少了对
簿公堂、 形成积怨的现象， 减
少了矛盾纠纷， 增加了社会和
谐因素。 据统计，

2007

年以
来， 全市基层调解组织解决纠
纷的数量分别递增

64.1%

、

8.3%

、

57.1%

、

36%

和
8.9%

。

全市法院引导当事人先行选择
省时省力、 对抗性小的非诉方
式化解矛盾纠纷

29700

余件。

形成社会合力促进矛盾化解
潍坊诉调对接化解矛盾有声有色

本报讯 “作为一名律师，能利用我
在法律上的专长， 调解当事人的纠纷，我
觉得是一种荣誉。 担任调解员后，我会尽
最大的努力，来服务大家、服务社会。 ” 日
前，聚华律师事务所蔡律师在调解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时道出了自己的感想。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今年

6

月，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
《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
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要求试点单
位推动建立律师调解员制度。城厢法院作为
试点单位之一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与市司法

局积极沟通， 初步确立了委托律师调解机
制。 聘请了

16

名专业律师担任调解员。

据悉， 这
16

名调解员都是自愿担任人
民调解员的专业律师， 分别来自莆田辖区
内的

7

家知名律师事务所。他们不仅具有丰
富的调解实务经验， 而且乐意投身于这项
具有公益性质的工作。 今后他们将依托法
院诉调对接中心，独立主持调解纠纷，促进
案结、事了、人和。

(

黄健忠方敏生
)

专业律师加入莆田城厢法院调解员队伍

近日， 新疆兵团农四师法院干警为扶贫挂钩单位贫困学生
边小霞捐款

3790

元， 让她得以继续上学。 据统计， 农四师法
院的党员法官近年来为基层职工群众捐赠图书

500

册、 为经济
困难的职工群众捐资

3

万余元、 向边远的牧区、 厂矿、 学校提
供无偿法律服务

400

余次。 李党生摄

日前，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举行以“珍惜、 感恩、 奋斗” 为主题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

13

名干
警代表参加。 图为演讲现场。 王科海摄

本报讯 “两名陪审员的
话句句在理， 俺心服口服， 俺
同意让步调解。” 近日， 河南
省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的农民
王晓光的土地承包纠纷一案，

在陪审员的调解下， 与当事人
张俊华冰释前嫌， 握手言和。

今年
5

月， 王晓光与张俊
华因为土地承包合同再度发生
纠纷， 曾闹得像仇敌一般。 召
陵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邀
请到一名土管所干部和一名工
商局干部协同法官参与陪审调
解， 两名陪审员从专业知识的
角度， 通过实地勘察、 丈量、

讲解土地、 合同等相关的法律
法规， 情理法交融， 找准了当
事人争议的焦点。 经过法官、

陪审员们两个多小时的辨法析
理， 耐心劝导， 双方当事人达
成了调解协议。

针对人民陪审员的社会经
验、 专业特长、 知识结构， 该
院将陪审员相对固定地安排到
相应的审判业务部门， 从而促

进陪审质量的提升。 对于技术
性强的案件， 尤其涉及医学、

审计、 金融、 建筑、 计算机、

证券、 信用证等专业性较强的
行业， 该院邀请“专家型” 陪
审员， 参与庭审调解， 与法官
形成思维互补， 完善法官的知
识结构， 会更有利于查清案件
事实。 对于涉及婚姻家庭、 邻
里、 土地等涉农纠纷， 该院邀
请来自最基层， 在当地有威望
的陪审员参加。 通过陪审员讲
情理， 法官讲法理， 情理法交
融， 达到案结事了， 定纷止争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统计， 该院今年共邀请
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

480

件；

参与调解民商案件
460

件， 经
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的

410

件， 服判息诉率达
100%

； 参
加重大疑难案件执行

19

件，

参与执行和解
14

件， 协议内
当事人自动履行率达

100%

；

且无一起矛盾激化。

（张俊英王卫东）

陪审员讲情理法官讲法理
漯河召陵陪审员“各有所长”对口参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