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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贺 磊 通讯员 刘 湛 史 慧 ）
“你好！ 我是余姚法院商事庭史法官。 我们的通话现在已被录
音。 现正式通知你： 某汽车 4S 店与你的汽车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将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余姚法院 13 号审判
庭开庭。 如届时你未到庭， 将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这是余姚
法院近日使用录音电话对杨某进行文书送达。

杨某经常出差， 法院几次送达都没有成功。 该院多次与杨
某进行电话沟通， 但杨某均表示不愿参加诉讼， 该院遂决定使
用录音电话送达。 3 月 28 日上午， 杨某准时到庭参加了诉讼。

该院于去年底为审判执行部门的每个办公室配备录音电话，
将日常的各类查询、 答复、 通知、 协调等事项完整记录存储，
做到有据可查。 今年 1 月以来， 该院已使用录音电话成功送达
各类文书合计 109 次， 送达成功率达 95%， 有效缩短了办案周
期。 此外， 该院逐步扩大录音电话使用范围， 规范信访接待和
强化廉政监督， 定期对录音电话通话记录进行检查， 切实发挥
录音电话在规范审判管理、 提升司法公信方面的重要作用。

判决书以法服人 亲笔信以情感人

陵县“1+1温情审判”解冻纠纷
本报讯 “齐法官， 谢谢您挽救了俺的婚

姻和家庭， 俺一定记住您写给俺的那些话，
好好对待妻子和孩子……” 一起离婚案件的
当事人王某眼含泪水， 紧紧握着法官的手激
动地说。 这是日前发生在山东省陵县人民法
院的一幕。 而那些让他感动不已的话， 则出
自该院法官齐昭森写给他的一封信。

1995 年， 王某与张某登记结婚， 婚后两
人感情较好， 生育一男孩。 后来， 张某怀疑王
某有外遇， 从此争吵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王某还经常对女方大打出手。 于是， 张某一气
之下诉至陵县法院。

“他下手太狠了 ， 真把我往死里打啊 ！
我坚决要求与他离婚！” 案件审理过程中 ，
张某多次到法庭哭诉被告王某如何对其施

加家庭暴力。 为送达起诉状 、 应诉通知等

法律文书， 陵县法院曾多次主动与被告王
某联系， 而王某拒接电话 ， 对法庭邮寄送
达的法律文书也拒绝签收 ， 开庭之日未到
庭应诉。

经过缺席开庭， 并与原告张某进行多次
交谈， 齐昭森凭借自己多年审理婚姻家庭纠
纷案件的经验和直觉， 察觉到该案男女双方
之间仍存在深厚的夫妻感情， 只是因被告王
某拒不露面， 法官无法进行规劝和调解罢
了。 “来打离婚官司的夫妻中好多都是一时
冲动， 办案法官如果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
给当事人多一点关怀， 多一些劝解， 或许就
能消除他们内心的隔阂， 帮助他们解除婚姻
危机。” 谈起当时的办案情景， 齐昭森说。

于是， 齐昭森对该案依法判决不准予离
婚， 并在送达判决书时附上了法官致被告王

某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 “作为一个丈夫和父
亲， 应该有责任， 有担当。 回家吧， 和你的妻
子坐下来好好谈谈， 谈谈你们曾经的美好， 谈
谈你们可爱的孩子……我相信一切误解和猜疑
都会烟消云散的！”

没想到， 在判决书和信件寄出的第二天，
被告王某就携妻子来到陵县法院找到齐昭森，
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这是陵县法院尝试采取 “1+1 温情审判”
方式化解民事纠纷的典型事例。 自今年 1 月以
来， 陵县法院开始尝试采取 “1+1 温情审判”，
即 1 份裁判文书+1 封法官亲笔书信模式。 要
求在审理婚姻家庭、 邻里通行关系以及涉及未
成年人权益的各类案件中， 由主审法官根据案
件特点， 在每一份裁判文书后面附带一封由主
办法官亲笔书写的信件。

“判决书是冰冷的， 但并不代表着法官的
心也是冰冷的。 想当事人之所想， 急当事人之
所急， 是我们办案的宗旨， 同时也是我们推行
‘1+1 温情审判’ 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
们希望通过这一形式与当事人产生共鸣， 感化
和帮助他们， 从而真正达到服判息诉的目的，
提高审判工作的社会效益。” 该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马玉华说。

截至目前， 该院采取这一做法审结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 132 起， 其中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
的占 75%。 案件当事人都反映， 通过主办法官
综合利用法、 理、 情有针对性地化解矛盾， 对
当事人进行真诚教育和劝解， 既增加了人性化
色彩， 又提高了法律文书的说服力， “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都很好！”

（郑春笋 孙亚萍）

2月16日上午，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一
天，我正在办公室研读新修订的民诉法，突
然听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李法官，我
是宁远县的老雷，我不会发短信，现在打电
话给您拜年！感谢你为我主持公道，让我及
时拿到了救命钱……”与老雷通完电话，我
感慨万分，尽管窗外寒气逼人，但我心里却
是暖烘烘的。

老雷，宁远县过水岩村人，单身，今年55
岁。2011年3月，老雷在嘉禾县某石场务工时，
不慎被从高处滚下的巨石辗伤， 造成右下肢
截肢，经鉴定构成四级伤残。由于石场经营不
善，效益不好，双方就工伤赔偿一事未能达成
协议。 为此， 老雷走上了长达两年的维权之
路。他的案件虽然经多次劳动争议仲裁，但由
于程序等方面的原因， 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
决。对于一位手拄双拐、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来
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与老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法院办公

大楼外的角落里， 当时他背了一床破被褥
躺在那里，他当天是来立案的。法院领导出
于对我的信任， 让我接手了这个较为棘手
的案子。我把他扶到法官会见室，为他端上
一杯热茶。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讲述
了他受伤和两年来维权的艰难过程。 老雷
诉说道，这两年他在嘉禾、宁远两地来回奔

波了20余次，可赔偿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
如果今天嘉禾法院不把他的事情解决好，他
就在嘉禾法院的大门口一直睡下去，不走了。
倾听了老雷的诉说， 考虑到案件情况的复杂
性，我说服老雷回家等开庭的消息，并为他买
了回家的车票。

望着老雷痛苦的表情和疲惫不堪的身影，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了结此案，不再让他来
回奔波受累。 为了及时处理该案，我和书记员
小王多次往返劳动仲裁部门和被告方之间，并
积极邀请劳动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当地乡政
府的相关人员一同参与案件的调处工作。

我执著、诚恳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被告，
被告如实坦述了不愿赔偿的缘由。 原来被告
所开的石场不只是被告一个股东， 还有几名
隐名股东，加之效益又不好，股东的思想不统
一，所以处理起来很麻烦。 在了解实情后，我
和一起参与调处案件的相关人员联系上了这

几名隐名股东， 通过多次耐心细致地做思想
工作， 最终促使该石场的所有股东愿意履行
赔偿义务。

看到案件出现重大转机， 我立即电话通
知了老雷， 要他和他的亲属在第二天赶到嘉
禾法院来进行调解。 第二天，双方经过近3个
小时的调解最终达成了协议， 被告最终分三
次将赔偿款通过银行汇给了老雷。

春节前夕，老雷在电话中高兴地告诉我：
“李法官，赔偿款全部收到，真是辛苦您了。您
是一位好法官，我后半生的生活费有着落了，
您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

我掩卷深思，像老雷这样的农民工，发生
工伤简直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一名
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 一定要站在公平正义
的立场捍卫法律的尊严。 我们只有心里时刻
装着群众，时刻坚守着公平正义，人民群众才
会把你念在心坎里。

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车田

人民法庭位于桂东北老山界山脚下， 管辖
车田、 两水、 河口三个少数民族乡， 辖区
行政村 23 个， 人口近 5 万人。 车田法庭自
2004 年以来， 认真落实司法为民措施， 每
年通过巡回审理和就地办案方式审理的案

件达 50%以上，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 3 月 27 日， 车田法庭法官驱车
两个小时前往两水苗族乡和坪村苗寨开庭

审理原告唐高元与被告吴文太相邻损害纠

纷一案。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开庭和法官耐
心的调解， 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 ，
握手言和， 并当场履行了各自的义务。 原
告当场兑现被告竹子补偿款 600 元， 被告
砍伐自己责任山中对原告房屋有危害的竹

子。 双方当事人及当地村民对法庭巡回办
案 、 就地调解的办案方式给予了高度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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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法官在巡回办案途中。
图②： 巡回法庭开庭。
图③： 法官正在勘验现场。
图④： 法官正在现场划界。
图⑤： 法官分别做当事人思想工作。
图⑥： 当庭兑现补偿款。
图⑦： 原、 被告双方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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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法
官手头都有张表格，上面有法官月、季、年
的审判绩效预计目标及进度情况。 部门负
责人和院领导也都有不同的目标进度表。
目标的量化管理使该院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 荣获全市法院2012年度科学发展目标
考评一等奖，荣获省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状，
被命名为首批全省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示范

点、全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示范单位。

勇争一流的渴望 团结精神的迸发

2012年的清浦法院第一次党组会议，
气氛异常激烈，院领导班子开展了“细化目
标管理，全市争一流”的讨论，针对管理工
作的现状， 决定以目标考评为抓手和切入
点，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推行量化管理。

该院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院长朱希军回

忆： 有的中层领导在讨论量化管理工作初
稿的时候反映强烈———院党组这是故意为

难大家；还有人认为，搞绩效量化管理确实
触及面广， 法院工作难以量化， 操作难度
大，主张叫停。

面对困难和压力， 该院党组坚定信心，
通过5大项121条，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逐一
分解量化，把结案率、调解率、涉诉信访化解
率、陪审员参审、法律文书上网、调研宣传以
及学习培训、工作纪律、执行规章制度等责
任落实到部门及每位干警，确定每项工作的
考核分值，实行百分制。 在全市基层法院条
线范围排名前列加分，排名靠后扣分。

“我们的量化管理有两大特色：一是任
务合理量化。 对全院各部门各项工作目标
任务进行合理量化，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
各工作岗位的目标任务； 二是分值科学衡
平。 为使全院各部门在绩效考评中能处于
同一起跑线，我们解决了分值问题，考虑部
门之间的平衡， 避免出现影响绩效考评公
平公正的现象。 ”朱希军介绍说。

以分定优、重奖先进，把量化考评的结
果作为评先评优、晋级晋职的主要依据，形成以工作实绩选人用
人的导向。 2012年，全院有5人因目标量化考评成绩突出晋升副
科或正科级，还有8人走上中层领导岗位。 原本不被看好的量化
管理让全院形成了比工作、比干劲、比实绩的氛围。

争先带来领先 实干才有实效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 该院院长王新阳在全院大会
上强调，“我们就是要跳起来摘桃子，要敢于超越强者，敢于争先
进位，目标一旦明确，就要一抓到底，不懈怠、不停顿，直到蓝图
成为现实。”很快，全院上下掀起了“人人比实绩，庭庭比特色”的
热潮。

该院民一庭经过调研发现，因该区有多条高速公路穿越，交
通事故多发，而由于当事人总担心吃亏，对达成的协议经常会反
悔，交警平均对每一起纠纷的调解都不下十次。而对未调解成或
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交警队又不具有强制力。 为此，民一
庭提议建立交通事故联合调处机制，立即得到院里肯定，并将其
作为2012年创新项目之一。

不久，由法院牵头、事故处理、车辆定损、人民调解、保险理
赔、法律援助各业务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合调处机制很快建立，并
在交警队内设了交通事故法庭。当事人一旦对协议内容有疑虑，
转身就可以到隔壁找法官免费咨询， 提高了对处理结果的信赖
感。在交巡警部门或人民调解室主持达成调解协议，还可以得到
司法确认。

省、市、区领导先后多次前往调研并给予高度评价。“群众的
需要，就是当前法院创新工作的落脚点。清浦法院的交通事故处
理机制落点好，成效很明显，要大力推广。 ”淮安市委常委、市政
法委书记史国君在该院调研时说。

该院的便民服务中心实现导诉立案、诉前鉴定、材料收转、
约见法官等多项功能“门诊”式服务。

青少年法制教育维权基地， 接待近千人次参观， 成为全市
青少年维权示范的亮点。

争先的同时也激起了干警干工作的激情。 2012 年， 全院
共受理各类案件 6785 件， 审 （执） 结 6669 件， 在受理案件和
结案数均比 2011 年增多的情况下， 审判质效取得了新的突破，
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达 95.1%， 涉诉信访大幅度下降。

本报讯 “一粥一饭， 当思来
之不易 ； 半丝半缕 ， 恒念物力维
艰……倡议每位干警按需取食 ，
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 、 盘中的
最后一口菜 。 ” 这是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食堂门口张贴的倡

议书 《拒绝 “舌尖上的浪费 ” ，
争当 “光盘一族 ” 》 中的内容 。
为将厉行节约深入到法院工作的

每一个细节当中 ， 重庆一中院多
措并举。

在电力能耗控制上， 重庆一中
院严格关灯的作息制度， 将其上升
到部门绩效考核的高度， 对于晚间
没有关灯的办公室在部门绩效上予

以扣分， 树立起广大干警 “人走灯
灭” 的节电意识。 同时， 该院还先
后开展了扩大自然光照明应用范

围， 减少信息化设备待机耗电， 严

格控制夏季空调温度等一系列节电

活动， 并计划在 2013 年安装办公
楼节能计量装置。

在办公耗材控制上， 重庆一中
院广泛推行网上办公， 降低文印费
用 ， 严格控制印发文件文书的数
量， 号召全院干警一纸多用， 力争
让每一张办公用纸都得到最大化利

用。 同时还不定期对纸张、 用水、
空调、 电话、 车辆使用等情况进行
节能抽查。

在车辆油耗管理上， 重庆一中
院严格警车外出、 GPS 严格定位、
车辆定点加油刷卡、 公务用车申报
等制度， 每天对车辆入库情况进行
定时清查， 并对公务车的行程、 油
耗、 维护进行透明化改革， 按月在
内网上公示。

（魏 杰 杨青烨）

争当 “光盘一族” 提倡 “人走灯灭”

重庆一中院打造节约型法院重细节

余姚巧用录音电话提升审判质效

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

院民一庭副庭长 李勇军

农民工老雷的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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