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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 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江苏淮安中院司法活动纪实

余增明 赵大为

作为全国首批 “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之一的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将每一起案件都当成
服务群众的平台， 树立法院形象的机会， 切实通过每一次接待、 每一场庭审、 每一份判决文书， 让人民群
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公平正义。 连续十二年获市目标考核先进， 连续三年在全省法院科学发展目标考核中获
得总分第一， 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三次， “全省优秀法院” 两次。

全程公开： 让败诉方心服口服“不偏不倚， 全程录像， 我觉得是公正
的。” 不久前， 淮安中院 5 号法庭里一起行
政案件庭审结束后， 旁听席上上诉人李某的
叔叔说。

原来， 因为担心 “民告官” 会吃亏， 李
某特地请来了 “见多识广” 的叔叔， 要其带
着本子和笔旁听庭审， 记录下法官庭审中的
不良言行， 以便作为证据进行信访投诉。 然
而， 一场庭审下来， 李某叔叔的本子上还是
一片空白。 不久， 李某向法院申请撤回上
诉： “官司打输了， 但是我输得明白， 输得

心服。”
这是淮安中院司法公开的一个缩影。 近

几年来， 淮安中院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形式
和内容， 坚持依法公开、 及时公开、 全面公
开。 去年 7 月， 淮安市六届人大常委会 35
次会议专题审议了淮安中院司法公开工作。
他们通过召开律师、 检察官和法院干警座谈

会， 随机对出席庭审活动的当事人问卷调查，
随机抽案开展旁听庭审等形式， 开展了为期半
个月的明察暗访， 结论是： 淮安中院司法公开
名符其实。

“下午 2∶30， 淮安中院视频直播原盱眙县
烟草专卖局局长徐宁受贿案。” 淮安中院的一
条微博发布后不到 1 个小时， 浏览量便超过了

500 人次。 2012 年淮安法院共开展网上庭审直
播 287 次、 民事裁判文书上网 2562 件， 位居
全省前列。 仅今年以来， 淮安法院在 “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 上已刊登拍卖公告 27 个。

每月 10 日， 全市法院联动开展 “法院开
放日” 活动， 在淮安已经坚持了五年。 “媒
体看法院 ” 、 “网友看法院 ” 、 “村民看法
院”、 “军人看法院” 等， 让越来越多的人走
进法院， 零距离感受法院的司法文化。 据统
计， 去年全市共接待来院参观或旁听庭审群
众 6890 余人。

“警车使用等细节无不关乎司法廉洁形
象……” 2 月 19 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唐伯荣应邀给淮安全市
法院干警送来了一份 “廉政大餐”。

“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通报 ， 要通报
到具体的人和事 ， 涉及车辆通报具体车
号……” 3 月 1 日， 淮安中院以发文形式进
一步加强对纪律作风建设通报的管理。

“我们一定把好家门，争当‘廉内助’！ ”2
月 1 日，淮安中院 2012 年度“十佳廉内助”评
选会上，一名“廉内助”发表获奖感言。

一系列的廉政教育活动、 一整套的廉政

体系建设， 让淮安法院 “廉” 字入心入脑。
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因违法审判被追究刑

事责任。 中院党组非但没有因为是 “家丑” 进
行遮掩， 在开庭审理那天通过 “视频” 向社会

进行了直播， 并要求全市法院组织全体干警收
看。

去年 10 月， 一起案件的代理人以转交材
料为名， 在材料中夹带了几张购物卡交给了该
院书记员葛鹤洲。 葛鹤洲发现之后立即打电话
让该代理人取回。 该代理人感慨地说： “连书
记员都如此廉洁， 这些案子让淮安法院审， 我
们放心！”

廉洁司法： 从每一细节抓起

2012 年 ， 淮安法院共执结案件 8652
件， 执行标的额 9.33 亿元， 中院和所属的
涟水、 淮阴、 金湖法院被省高院表彰为 “全
省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

吴某与高某于 2011 年 7 月被洪泽法院
判决准予离婚， 婚生子还在哺乳期内， 由女
方吴某抚养。 但是高某拒绝交出小孩， 吴某
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高某及其家人表现出强

烈的对抗情绪。 法官们请高某及家人工作的
单位领导帮忙做工作， 高某居然因此辞职；
对被执行人高某罚款两万元， 高某甚至公开
宣称不在乎钱； 四次组织法警和执行人员准
备对高某实施拘留， 但均被逃脱。 2012 年 3

月 15 日法院经审委会讨论， 认为高某已涉嫌
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罪， 决
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面对威严的刑
罚， 被执行人高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只得
同意交出小孩。

去年， 全市法院共对 979 名拒不履行或妨
碍履行的被执行人采取拘传、 罚款、 拘留等强
制措施， 对 517 名被执行人通过网站曝光， 移
送追究刑事责任 5 人。

“近期， 在市委政法委支持下， 我们正在
探索建立集被执行人财产查询、 控制、 划拨为
一体的执行查控系统， 进一步提升执行标的到
位率。 只有执行有力， 方显法律权威！” 该院
副院长兼执行局长赵文如是说。

执行有力： 兑现判决显权威

2012 年 5 月 6 日， 一名女孩与其闺蜜
好友相伴而行， 路经淮安水门桥时突然挣脱
好友跳河身亡。 女孩的父母将该女伴和女孩
男友告上了法庭。 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网
络舆论五花八门， 有的认为： “男方应该给
死者家属一个说法 ！ ” 有的则提出质疑 ：
“真的是自杀吗？” 更有帖子无中生有地推测
“与死者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是第三者， 故意

把女孩推到了河里。” 案件审理面临巨大的
舆论压力。

法官们认真研究案情， 并走访了男方所
在的学校、 女孩工作的餐馆， 了解案发当日

的细节。 证据显示： 和女孩一起的女伴在女孩
跳河时积极救助， 及时拨打电话告知女孩家人
并报警； 案发前， 女孩的男友也没有对女孩采
取行动和语言上的刺激。

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女孩的女
伴和男友在女孩自杀身亡一案中没有过错，不应
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但从人道方面考虑，法院酌
情判决女孩男友一次性补偿女孩父母 2万元。

为更好地回应社会对本案的关注， 法院还
主动和媒体联系， 邀请媒体旁听庭审。 中央电
视台 “今日说法” 等栏目播出该案的审理过程
及法官说法后，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牢记准绳： 裁决不受外界干扰

“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

“你跟我孩子的年龄差不多， 刚
开始看到你这个小姑娘， 我以为我们
的血汗钱要打水漂了， 没想到你这么
尽心尽力。 孩子， 你辛苦了。” 4 月 8
日， 50 多岁的江西人老王在拿到与
公司的和解协议后， 向浙江省平湖市
人民法院 80 后法官朱苏妹说。

老王和 86 名工友被平湖市全塘
某制衣厂拖欠工资 180 多万元工资
款， 几经催讨未果后， 老王跟工友们
向平湖法院乍浦法庭寻求帮助。 该院
80 后法官朱苏妹在了解情况后 ， 果
断为 87 名农民工开通 “绿色通道”，
启用速裁机制， 多次与厂方协调， 终
于促成 87 名农民工与该制衣厂就工
资问题达成和解协议， 工人们对这名
年仅 30 岁的女法官刮目相看。

“有魄力、 敢担当、 促公正、 存
善念” 是平湖法院近年来培育青年法
官的总思路。 该院坚持 “人才兴院”
的工作理念 ， 努力拓展实践锻炼平
台 ， 不仅在人才培养硬件方面下功
夫 ， 更注重培育青年法官的人文情
怀。 2010 年以来， 该院 52 名青年法

官承担了全院 37.6%的办案任务和
90%的调研任务， 青年法官在办案
中和办案后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

更是可圈可点。
陆飞是平湖法院一名 85 后法

官， 先后就职于该院新埭法庭和刑
庭， 年纪轻轻却在办案方面颇有作
为。 去年 10 月， 陆飞审理了一起
故意伤害案件， 20 岁的被告人张
敬林因不满被害人颜宝亮抱怨自己

切菜样子不好看， 挥刀割伤了颜宝
亮的左手， 张敬林在其堂姐为其预
交保证金后轻信他人言辞选择逃

跑， 本来没打算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颜宝亮要求严惩张敬林。 张敬林父
母均为残疾人， 张敬林归案后， 其
父母放弃了不争气的儿子， 不愿意

为其支付民事部分赔偿金。 在多次与
张敬林及被害人方面沟通后， 陆飞不
仅帮助张敬林取得了颜宝亮的谅解，
颜宝亮的姐姐还同意张敬林到自己负

责的饭店工作 ， 以工资款抵扣赔偿
金。 得知法官这么尽心帮助自己， 张
敬林在案件开庭时数次哽咽， 庭审结
束后深深地对着陆飞鞠了一躬。

“年轻人能沉得住气， 善于跟当
事人沟通非常重要， 陆飞曾在民事岗
位锻炼过， 现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
案件中善于做工作， 让主观恶意较轻
的被告人意识到自己错误， 更好地回
归社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陆飞在审
判工作中所展现的情怀得到了平湖法

院领导的肯定。
80 后法官们在审判中展现出的

果敢与情怀， 离不开另一群年纪稍长
的 70 后、 60 后法官的努力。 2010 年
以来， 平湖法院推行一对多的 “青年
法官传帮带” 工作机制， 每个 80 后
法官均有三名以上的导师帮带， 导师
们用自己的行为教育和感染着 80 后
法官。

万卫忠是平湖法院一名 70 后法
官， 也是一名 80 后法官的导师， 在
调处婚姻家庭类纠纷方面经验丰富，
不仅得到了很多当事人的肯定， 还赢
得了当事人亲人的信任 。 今年 2 月
25 日， 各中小学校开学报到， 13 岁
的小沈背着书包来到平湖法院找万卫

忠求助。 小沈是万卫忠曾经办理的一
起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孩子 。 去年 7
月， 小沈的父母离婚， 小沈被判与母

亲生活， 沈母将小沈带到杭州读书。
2012 年的寒假期间 ， 小沈到平湖与
父亲一起过寒假， 沈母来平湖接小沈
回杭州时与沈父发生口角， 随即便丢
下了小沈， 独自一人走了， 沈父也不
愿意送小沈去杭州。 眼看着开学的日
子到了， 无助的小沈想到了曾与自己
谈过心的法官叔叔万卫忠， 遂找到万
卫忠求助。 在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万
卫忠安慰小沈并亲自将小沈送到杭

州。 在解决好小沈的问题后， 万卫忠
拨通了沈母和沈父的电话， 对二人进
行了批评教育， 沈母沈父承诺以后要
善待孩子。

“我们今年开始在青年法官中推
行道德讲堂， 通过集中宣讲的方式让
青年法官们了解发生在本院法官身上

的小故事 ， 让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感
染。” 策划平湖法院青年法官道德讲
堂的法官戴月霞介绍说， 该院在不断
提升青年法官办案能力的同时， 将搭
建更多诸如 “青年法官论坛”、 “青
年法官道德讲堂” 等平台， 让青年法
官在浓厚的文化中提升素质情怀。

有魄力 敢担当 促公正 存善念

平湖法院注重青年法官人文情怀培育
孙淑君

本报讯 为拓宽人民群众

反映问题、 提出意见建议的渠
道， 体察民情倾听民意， 进一
步推进法院的信息化工作， 在
中国法院网的大力支持下， 四
川省珙县人民法院 4 月 10 日
正式开通门户网站。

“你可以点击珙县法院门
户网站上的任一栏目， 也可以
直接写信到珙县法院或者打热线

电话， 不论用哪种方式， 群众都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我们法

院的工作， 并且可以跟我们互动
沟通， 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
议。” 珙县法院法官介绍。

珙县法院网共设法院概

况、 新闻中心、 审判研讨、 规
章制度 、 裁判文书 、 法苑文
化、 普法天地、 主题教育、 队
伍建设九个主栏目， 内容丰富

详实， 又具有地域特色。 通过
点击网站， 可以迅速了解该院
最新工作动态、 案件审判和执
行信息， 及时查阅开庭公告、
裁判文书、 法律法规等， 设有
民意沟通信箱和举报投诉邮

箱， 并拟与珙县新闻网、 珙县
“一定四通” 党群服务网建立
友情链接。

珙县法院负责人表示， 有
了这条网上民情通道， 可以为
当事人和广大群众提供快捷、
便利、 准确的司法信息服务，
架起一座法官与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 将群众的信任期待
连接起来； 同时， 法院也会把
它作为解民忧、 化民怨、 惠民
生的有效抓手， 有效拓宽司法
便民服务的途径。

（李 玲 刘永辉）

珙县法院开通互联网门户网站

� 近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法官韩旭朝为家住互
助县加定镇桥头村的黄尕法要回了被骗金耳环的钱。 今年 2 月
24 日， 被告魏良伙同他人以合伙购买虫草为由， 套取了她的
一对价值 3600 元的金耳环。 可是魏良因违法已经被城东区公
安局行政拘留。 黄尕法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求助法官。 经过
承办法官韩旭朝两次前往看守所促成调解协议， ４ 月 １ 日， 被
告妻子拿着钱到法院赔付损失。 图为原告黄尕法买来水果感谢
法官， 法官连忙表示不要。 袁有玮 李 卫 蒲万福 摄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根据上级法院的统

一部署， 开展为期一天的反规
避执行专项行动，对一批隐匿、
转移财产、 拒不申报财产和长
期外出躲避债务等规避执行的

被执行人进行集中打击。4 月 2
日，该院共传唤被执行人 6 人，
采取司法拘留 2 人，罚款 2 人，
执结案件共 5 件， 执行到位标

的额 173.8 万元， 有力地制裁了
规避执行行为。

4 月 2 日清晨 6 点半， 天还
没完全亮， 该院一组执行人员冒
着大雨，赶到被执行人蒙某住处，
将其传唤至法院，责令其主动履
行义务。 在执行人员耐心的思想
教育工作和法律的威慑下，蒙某
最终履行了 100 多万的还款义
务，使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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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②

③

①

①行动当天 ， 一组执行人员把车停在山脚
后， 趁天还早冒雨爬着泥泞的山路寻找被执行人
蒙某。

②另一组执行人员依法传唤两名被执行人到
法院后， 被执行人仍拒绝履行义务。 该院宣布对
他们作出司法拘留的决定。

③宣布拘留决定后， 现场从被执行人身上搜
查出现金若干。

④被执行人签收 《拘留决定书》 后， 流下悔
恨的眼泪。

本报讯 为推动审判管理

创新， 提高法律文书质量， 以
高效公正的司法取信于民， 江
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进

一步深化裁判文书规范化管

理， 引进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的 《人民法院司法文书
纠错系统》 （以下简称 “纠错
系统”）。 使用三个月以来， 裁
判文书质量明显提高 ， 经过
“纠错系统 ” 校对后的文书 ，
未发现任何瑕疵。

纠错系统具备 “校验文书
瑕疵、 人名分析、 拼写检查、
文书后附带引用法律条文的自

动生成、 自动排版、 文书筛选
与合并、 裁判后续文书自动生
成” 七大功能， 对法院裁判文
书信息完整性、 格式规范性、
逻辑一致性、 法律依据准确性
等信息项进行全面校验， 并能
够自动排版、 自动附法律条文
和后续文书。 纠错系统有效地
消除了裁判文书格式和内容上

的差错， 大幅减轻了承办法官
文书校对的工作负担， 不但操
作方便， 而且校对效率极高。

软件安装完毕后， 使用者只需
轻轻一点 “自动纠错”， 几秒
钟的工夫便能完成裁判文书的

校对， 错误或者存疑的地方会
在文书右侧一一列举， 并提供
有权威来源的修改意见。

“以往我和书记员要轮流
校对多次， 但总有细节瑕疵成
为 ‘漏网之鱼’。 裁判文书出
现低级错误会让当事人对法院

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纠错系统
不仅让我们省心省时 ， 更能
让我们安心多办案。” 通州法
院年均办案超 500 件的 “办
案 标 兵 ” 顾 慧 华 介 绍 说 ，
“纠错系统” 的引进进一步规
范了裁判文书的管理 ， 保证
了裁判文书的 “零” 差错， 这
对于法院的规范化建设和法院

的司法公信力都具有较大的提

升作用。
（赵小敏 季振宜）

（之十三）

保证文书零差错 提升司法公信力

南通通州法院引进文书纠错系统

上接第一版 问来问去露了馅， 原来他们都是债权人陈某
以每人每天 50 元雇来的。 刘洪天这下火了，立即派法警把陈
某“请”到了法院，严厉警告他说：“幕后操纵他人闹访，完全可
以拘留你！”面对法律的惩处， 陈某只好赶紧认错， 连连道歉。
出去后， 陈某大叹倒霉， 原以为来了新院长， 请几个人闹几
天案子就可以结得快一点。 这下好了， 弄巧成拙， 差点被拘
留。 得罪了院长， 钱也别想拿到手了。 谁知刘洪天并没有跟
他过不去， 法院后来依法圆满处理了这起涉及异地委托执行
的复杂案件。

刘洪天 “爱” 接访， 刘洪天更不怕 “闹访”。 有位老上访
户， 老是出尔反尔， 反反复复， 老的诉求刚解决， 很快又有了
新的无理诉求， 最后竟把年迈病重的老父亲扶到法院上访， 谈
了几句便倒在地上。 法院赶紧叫来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救治，
这位老上访户竟让他父亲在医院住下不走了， 愣说他父亲原先
好好的， 就是被法院气病的， 要求法院赔偿医疗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陪床费、 子女误工费等， 拉了长长的一张清单，
还要求法院天天派人探望， 天天要送水果。 几个接访法官都被
他搞得焦头烂额。

刘洪天虽然觉得窝囊， 但想想总觉得不对劲。 他叫来几个
法官： “查！ 把源城区的医院查个遍， 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一查， 还真查出了猫腻。 这位老上访户的父亲原来是个老病
号， 半个多月前还被医院下过病危通知书， 来法院前两天被儿
子硬从医院接回了家。 面对法院干警复印来的病历表、 诊断
书、 化验单、 病危通知书……这位老上访户一下就蔫了， 不但
没敢再要医院的这个费那个费， 连以前的无理诉求也没再提，
从此没有在法院露过脸。

刘洪天不但自己 “爱” 接访， 也要求法院其他法官 “爱”
接访。 他上任不久作出了一系列调整： 将信访室前移， 将资深
法官放到信访一线； 建立首问负责制、 院长接待日、 信访工作
联动、 重大信访督办、 信访定期通报等制度。 刘洪天接访一年
多 ， 法院信访工作有了新进展 ： 信访案件受理量同比下降
18.8%， 化解率同比上升了 25%。

刘洪天说： “我 ‘爱’ 接访， 其实就是为了减少上访， 让
人民群众信访更信法， 让法官更能集中精力多办案， 办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