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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坦赞铁路” 及中坦友谊， 却不见得对坦桑尼
亚的法治状况和司法改革了解多少， 原因可能是该国在法治世界的平
平地位。 当拿到有关专家翻译的坦桑尼亚首席大法官的这篇演讲后，

我们的看法有所转变。 原来， 无论国家发达或欠发达， 追求法治的目
标是一致的。 特译介于此。

———法律文化周刊

让法院成为撬动法治世界的支点

解读“诉讼爆炸” 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法人茶语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11

月
16

日（总第
5481

期）

孟祥恩： 原告深圳市汉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阮仕
叠、孟祥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两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程序通知书
及证据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 并定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1124

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

广东
]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杨建平、叶添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下
午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广东
]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梁福生、苏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

广东
]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苍庆生、刘长和、张加战：本院受理梁永超诉你们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韩茂昌、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阮晓东与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黑龙江
]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马才有：本院受理李加恒诉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建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

黑龙江
]

绥棱林区基层法院
孙长波：本院受理谢亚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建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黑龙江
]

绥棱林区基层法院
石建林：本院受理原告吴桂珍诉你及被告康世超、杨爱玲、

第三人石家庄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河北
]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福生、田丽：本院受理原告陈国林、王春庭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
证通知、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北
]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刘福生： 本院受理原告杨红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丰民初字第
2302

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举证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楼二楼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

河北
]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王云梅： 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海域使用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限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北京太子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太子奶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途纯：本院受理的苏格兰皇家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原名为“荷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成都太子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株洲太子
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太子奶集团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1

）民四终
字第

1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洪英： 本院受理原告李洪伟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让民初字
第

171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付超：本院受理薛红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沧民初字第
71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兴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河北
]

沧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作出（

2011

）

东法特清预初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张武城提
出的对被申请人北京爱地金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爱地金
科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并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作出
（

2012

）东法特清算初字第
5046

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国枫凯文
律师事务所担任爱地金科公司清算组。 请爱对金科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
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性质、数额、形成原因、有无财产担保等
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爱地金科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爱地金科公司清算组联
系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

A

座
12

层； 联系
人：史辉；电话：

010-66090088

；传真：

010-66090016

。

北京爱地金科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2

年
11

月
12

日
珠海慧能通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市海光电子有限

公司申请你公司公司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强制
清算申请书、听证通知书及证据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的第
4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召开听证会。 逾期将依
法裁判。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珠海源丰集团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市海光电子有限公司申
请你公司公司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强制清算申
请书、听证通知书及证据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的第

4

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召开听证会。 逾期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6

月
27

日， 根据襄阳市五强塑料电器有限公司大
部分股东的申请，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2

】鄂襄阳中法
民清（预）字第

000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襄阳市五强塑料
电器有限公司强制清算。 此后，法院依法指定了清算人员组成
清算组。 望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并提供说明材料。 逾期申报或不申报按有关法
律规定处理。 申报地点：襄阳市樊城区立业路

21

号三鹰投资公
司七楼襄阳市五强塑料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组。 邮编：

441002

；联
系人：卫樊（电话：

18995660118

）、陈 （电话：

15971055585

）。

襄阳市五强塑料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组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根据审判工作需要， 经组织、 编制部门同
意，现面向全国法院公开选调法官

5

名。详情请
登录： 铜陵市铜官山区政府网（

http://www.tgs.

gov.cn

）查询。

咨询电话：

0562

—

2863606

13685629775

（王琴）

18656209525

（王富强）

铜陵市铜官山区
公开选调法官工作领导小组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安徽省铜陵市
铜官山区人民法院公开选调法官公告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
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

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
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
丛生。 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
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
升趋势。 据统计，

2008

年全国各级法院受
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

1000

万件，

2011

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
1220.4

万
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

的时代。 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 本文
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 来揭示现
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 作为社会控制
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
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
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

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 文化
稀少之处， 法律亦少； 而在文化繁荣之
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
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

而文化共识的达成， 可以使减弱文化之
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 当前中国文

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

也就是说， 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
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 但在多元文化
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

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 是社会分化在分
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 只要人们相互间
比较平等， 法律就比较少。 而一个社会
的分层越多， 法律也就越多。 结合中国
的现状来说， 首先， 随着社会财富总量
的增加， 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 其
次， 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
增多。 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 社会的
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 掌握

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 处于弱
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
会， 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
社会结构尚未形成， 这些都给社会带来
了不稳定因素。 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
生怨、 富者不安”，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
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
线形”。 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
表现。 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 使合作成
为必要。 一般来说， 法律随分工而增
加， 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
度， 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 当人们
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 法律很
少； 而在另一极端， 每个人都完全依赖
他人时， 法律也很少。 就现状而言， 一
方面， 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
法律的需求增加。 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
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 人们通过分工来
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 然后在市场上进

行交易即优势交换。 陌生人社会中的分
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 而陌生人之
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

另一方面， 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
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 共生关系只能
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 而在市场道
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
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

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

一般而言， 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
会”） 中间， 法律是不活跃的； 法律随人
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 而
增多， 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
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
少。 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

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
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
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

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
会所代替。 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 一方
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
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
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 匿名性是陌生
人社会的重要特征， 这在网络空间中体
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
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
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
特征。 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
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
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
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
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
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 原来较为亲密
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

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
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

这就说明， 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
导致家庭、 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
趋于下降， 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
带已相对松弛。 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
善， 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
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
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
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
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
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
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
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
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 老死不相往
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
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
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
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
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
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 个人生
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
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
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
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
伸， 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
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

目前， 坦桑尼亚出现了一种令人担
忧且仍在不断发展的趋势———一些社会
成员乃至一些政府官员将法律玩弄于掌
股之间， 严重阻挠了司法部门发挥其宪
法功能。 这一问题可谓迫在眉睫， 因此
我们认为必须加快司法改革， 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应对。

司法的责任
在坦桑尼亚， 法院的核心、 专有功

能是秉持正义、 依法裁判。 根据我国宪
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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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 政府机构、 国会对
分配正义均不享有最终话语权。

最近， 我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不幸
事件。 有人因为盗窃一部手机而被群
殴， 有人因被怀疑盗窃六头耕牛而被村
民打死， 有人因靠自己的努力先富起来
而受到排挤和掠夺， 有人因为自认为学
校的围墙挡住了自己回家的路而擅自损
毁学校围墙。 在更多情况下， 这种“即
时正义” 行为针对的不只是普通民众，

而且是政府官员。 在坦噶地区， 有一个
村的居民用成堆的石头作为武器， 攻击
一组志愿前往该村进行艾滋病检测的医
疗队； 在阿鲁密鲁地区的一个村庄， 全
副武装的村民涌到乡公所举行抗议活
动， 反对本村领导人与地区国土局采取
的关于国家征用土地的行动。

然而， 行政机关本身通常不愿意用
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而是依赖一些快
捷、 简单、 粗暴的解决途径。 我们从小
生长在一个尊重警察权威的社会。 但
是， 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去年还发生
了警察局成为袭击对象的事件。 当时，

村民们席卷了警察局， 殴打警员， 并杀
害了一名当时关押在警察局的犯罪嫌疑
人。 当然， 警察中总有一些害群之马，

甚至有人曾多次被指控枪杀疑犯。 一名
摄影师在报纸头版刊登过一则图片新
闻， 照片中的一名交通警察正在路边扇
一名双膝跪地公共汽车司机的耳光， 而
这名司机仅仅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而已。

在我们的国家，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
举， 以上仅仅是冰山一角。

20

年前的今天， 已故首席大法官尼
亚拉里阁下和我本人参加了执政党主席
组织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研究
如何使坦桑尼亚真正成为一个法治国
家。 那次会议很是成功， 首席大法官和
我随后向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了演讲。

可以说， 当时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解决
了一个核心问题， 即： 所有坦桑尼亚人
都应遵守法律， 无一例外。

司法的拖延
但是， 为什么还会有上述事件发生

呢？ 是因为人民缺少教育吗？ 还是人民
对司法部门或司法程序缺乏信心呢？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
是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前进的。 这当然不
能使人满意。 让我列举一些随机调查结
果来陈述这一观点。

在坦噶， 一名叫文森特的男子被指
控在

1993

年犯有谋杀罪， 并被高等法院
认定有罪。 上诉法院就

2005

年第
132

号
上诉书中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2007

年
7

月
10

日法院最终判决认定该名
男子无罪， 而这一过程长达

14

年之久。

另外一起关于土地纠纷的案件是
1980

年
由两名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 而在

17

年
之后的今天， 这起诉讼仍在上诉法院悬
而未决。

1982

年， 国家商业银行与一名雇员
之间发生的劳务纠纷起诉到法院， 然而
直到

25

年之后的
2007

年
10

月
10

日该案才
移送至上诉法院。 另一个案件发生在
1992

年， 当时一个叫马汀的人被指控犯
有谋杀罪。 然而整个司法程序拖拖拉拉
进行了

15

年之久， 直到
2007

年
3

月
16

日
上诉法院才受理了马汀的上诉请求， 并
且最终被判无罪释放。

尊贵的总统阁下， 面对这样的司法
记录我感到羞愧难当， 并且这些事件无
疑对法院造成了负面影响。 普通社会公

众也会认为， 自力救济比司法救济更加
快捷、 更为有效。

造成司法程序延误的原因很多， 其
中有一部分情况是司法部门力所不能及
的， 但有许多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造
成的。 所以， 请允许我从司法制度自身
来检讨。

繁琐、 无谓的诉讼案件在各级法院
普遍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案件审
理的拖延， 进而使这类案件的当事人的
相应权利被无情剥夺。 我们总是不假思
索地同意律师关于延长审限的申请， 这
导致我们在控制案件审理进度方面的表
现并不尽如人意。 在检察官或律师没有
提出申请的情况下， 有时我们的司法人
员也会主动延长审限。 不仅如此， 我们
还存在判决送达延误的情况， 有些判决
的送达工作居然花了长达六年甚至八年
的时间。 对此， 法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我们的诉讼程序规则也存在不少问
题。 在朱玛教授的有力领导下， 法律改
革委员会正在着手制定“民事诉讼法”

的修正案。 然而，

1979

年制定的上诉法
院程序规则在近

30

年中未曾作过任何修
正。

根据现行规定， 在上诉案件中， 当
事人必须首先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申
请。 如果高等法院没有同意该申请， 当
事人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申请， 由
上诉法院的一位法官单独进行审查。 不
论负责审查的法官是否同意该上诉申
请， 总会有一方当事人向上诉法院三名
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提出申请， 要求推翻
独任法官作出的决定。 整个过程可能需
要三年以上的时间。 我下面只举一个例
子， 你们就能看出这其中的问题了。

例如，

2004

年第
2

号民事裁定书针
对的是

2000

年
3

月
14

日的一项不予受理
上诉申请的下级法院裁决。 该案中的上
诉人提出的上诉申请所经历的从高等法
院到上诉法院的独任审查法官、 再到上

诉法院合议庭出具意见书的整个过程，

历时
5

年零
4

个月。 而雪上加霜的是， 该
裁定指令另一位上诉法院法官继续审查
当事人的上诉请求。

2003

年第
17

号民事
裁定书涉及的上诉请求是基于

1998

年
6

月
2

日作出的一个判决， 而上诉法院最
终在

2005

年
8

月
4

日作出裁定， 拒绝了上
诉人提出上诉请求。 这个过程用了整整
7

年时间。 我想提出的是， 如果不论怎
样总会有某一方当事人在上诉法院的独
任法官作出决定后再向合议庭提出申
请， 那么为什么不在上诉申请被高等法
院拒绝后直接向上诉法院的合议庭提出
申请呢？

已故法官莫库德和芬博教授在《坦
桑尼亚上诉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及实
践》 一文中曾写道： 有时候， 法院表现
得过于死板， 甚至不惜以牺牲正义为代
价而“严格遵守” 诉讼规则的规定。

或许我们太熟悉“迟来的正义并非
正义” 这样的格言了， 以至于我们只会
把它挂在嘴边而不会落实在行动上。 但
是， 宪法对司法拖延是不容忍的。 宪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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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明确规定， “在审理民事和刑
事案件时， 法院应当遵守以下原则：

……避免分配正义的不当迟延； 抛开繁
琐程序的羁绊及时分配正义。”

我们上诉法院的同事不能以自己完
全处于规则制约之下这一点来开脱自
己。 我们是唯一可以从内部启蒙改革的
人， 因此必须对上诉程序规则及其他不
合时宜的规定进行改革， 缩短诉讼程序
所花费的时间。 我要很高兴地告诉各
位， 现在哈罗德大法官监督修订这些规
则， 各位有任何建议请发送给他。

司法的困难
总统阁下， 还有一些瓶颈问题并非

我们法院自己所能控制。 目前我们法院
的审判法庭依旧很紧张。 在达累斯萨拉
姆有

15

位高级法院法官， 但只有四个法
庭可供使用。 这就导致法官们很难同时

使用法庭开庭审判案件。 上诉法院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

但整体上法院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法
官人数不断增加，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
的。

最严重的问题是， 我们仍然采用非
常陈旧、 过时的法庭记录方式， 所有的
法官和治安法官都还在手写记录诉讼过
程。 所以， 在处理案件时所花费的时间
和记录的准确性是由法官或治安法官的
书写速度和专注度决定的。

尊敬的总统阁下， 我今天参加这个
仪式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在卢旺达国
际刑事法庭的协助下， 我国司法系统采
用的高科技手段， 正在推动我们的诉讼
程序和诉讼效率发生巨大改革。 今天的
仪式结束后， 我们便可以得到今天整个
活动的光盘。 可见， 科学技术将大大提
高诉讼程序的效率， 同时防止法庭记录
的错误和损坏。

司法改革
综上所述， 司法部门的同仁们必须

要做的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

在这里， 我要强烈呼吁全体法官和治安
法官竭尽全力， 努力改革， 赢得坦桑尼
亚人民对于司法的信心和信任。 坦桑尼
亚的发展依赖法治， 而法治依赖一个独
立、 公正、 胜任职责的司法。 我们都曾
在上帝前面宣誓就职， 发誓要无所畏惧
地伸张正义。 我希望在誓言中能加上
“迅速” 这个词， 即无所畏惧地迅速伸
张正义。 这是我衷心的祈祷。

另外， 我们所有的法官必须学会计
算机的使用，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浏览网
页的阶段。 我们必须能够用计算机撰
写裁判文书。 其次， 我们必须深入基
层， 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 有很多不
公平的现象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

司法必须伸张正义。 另外， 每周六接
待对司法工作有不满情绪的来访群众，

这能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看清我

们司法的不足。

结语
由于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所

以请允许我引用时任英国大法官的黑尔
什姆勋爵（

Lord Hailsham

） 的一段话结
束今天的演讲：

当一天结束的时候， 一个睿智的法
官会留出一段时间研习司法业务， 至少
也要作一些专业领域之外的广泛阅读。

他们应当了解历史， 面且不要局限于本
国的历史。 法官们应当涉猎一些关于政
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的知识， 甚至研究自
己所信仰的宗教、 神学的知识。 正义之
神两眼蒙住， 但正义之神并不是瞎子。

虽然我们作了许多努力， 试图把法律与
道德分开（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永远不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 但总以失败而告终，

而且这一努力是注定没有结果的。 根本
原因在于： 法律最终说了算。 尽管法律
的治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性弱点
和人类差异性的制约， 尽管统治者的命
令甚至万能的上帝不可回避， 但是， 人
类社会最终是依法而治的。 一部法律，

除了包含各种规范、 条文， 还要体现良
心上的要求， 否则很难真正得到普遍遵
守。 一个法官， 除了懂得规范、 条文，

还要理解所处社会环境、 具备道德判断
能力而不能对此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否则， 再高的法官也难以在法学领域留
下永久的印迹。

总统阁下， 各位贵宾， 阿基米德有
句名言：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将撬动地
球”。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权威从某些个
人、 某些权贵、 某些政府官员那里收回
来。 我们应当把法律当作治理国家的主
角。 我们应当发挥法院的宪法功能， 让
法院成为撬动法治世界的支点！

（摘自
2008

年
1

月
4

日在“全国法律
年度开启日” 典礼仪式上的讲话）

（译者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坦桑尼亚首席大法官奥古斯蒂诺·拉马扎尼译者林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