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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鼎新 禹爱民 本报通讯员 李超军 袁硕望基础工作在基层

□ 游晓芳 王开梅 泸县 枝头并蒂花开艳

“全省优秀法院”、“全省立案信访文明窗口”、“全省法院先进集体”……走进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荣誉室，琳琅满目的证书、奖杯，饱含感激的锦旗、信
件让人赞叹不已。

这正是临湘法院近年来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促进审判执行各项工作再上台阶所取得的不菲成绩。 透过这些证书、奖杯和锦旗，记者感受到强大的文化力
量，这种力量像音乐一样流淌在临湘法院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在临湘法院人的心灵深处。

临湘 文化扮靓司法品牌
数 字

一周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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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精神文化

让每块心田都种上庄稼

有位哲学家在最后一课向学生提

问：“除去杂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结
果所有学生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
“种满庄稼”。

为什么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临
湘法院院长朱开颜的话可谓一语中

的：“法官的心田，只有种满了庄稼，才
不会长杂草，只有心中饱含正义，才会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

在他看来， 法院文化建设的本质
其实就是让每名法官受到文化的熏

陶，让心灵不长杂草。
基于此， 临湘法院大力倡导司法

核心价值观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
将“崇法勤廉、忠诚正义、敢于担当、有
所作为” 作为全院干警共同的价值导
向，做到同心协力、共赴目标、齐步前
进，积聚正能量。

随着“人民法官为人民”、“司法核
心价值观教育”、“为发展护航，为群众
解难，为临湘添彩”、“创建文明单位”、
“创建文明服务窗口”等多项主题实践
活动的深入开展， 全院文化建设开展
得有声有色。

物质文化

让每片空地都开满鲜花

临湘法院审判综合大楼因年代久

远已破烂陈旧， 新审判大楼仍在紧张
建设之中。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文
化先行”？ 该院创新工作思路，见缝插
针，大胆进行文化植入。

审判大楼 、法官办公室 、机关食
堂随处可见各式对联、字画条幅和法
官箴言 ， 院内操场和信访大厅设有
“文明创建 ”、“审务监督 ”、 “金色天
平”等宣传橱窗；篮球场、乒乓球室、健
身房、图书阅览室、院史室、荣誉室等
一应俱全……走进临湘法院， 浓浓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为拓展文化载体， 临湘法院还主

动向外部“借力”，先后在屈原书院、淡
泊博物馆、 五尖山世界碑林博物馆建
立了法官文化教育基地， 在当地风景
名胜区———棋子山、龙窖山、龙潭湖建
立法官文艺创作基地， 通过基地挂牌
和基地活动拓展文化建设的活动范

畴，破解法院自身场地有限的瓶颈。
在借助外力的同时， 该院更加注

重内部挖潜。一方面固化物质载体，积
极为全院干警打造崇尚法律文明的

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创新活动形式，
使文化触角延伸到法官的审判工作

与业余生活之中。 院刊《金色天平》“综
合、理论、文艺、案例 ”等多个版本的编
辑出版， 定期举行的青年干警演讲赛，
临湘市法学会和院文学社的相继成立，
《新时期群众工作读本 》、《如何打官司
100问》的出版发行，都让临湘法院文化
品牌越来越靓。

在每次公众开放日活动中， 该院都
邀请岳阳市楹联学会、诗词协会、书法家
协会会员前来采风。 同时，还开办“道德
与法大讲堂”、月末法律沙龙，举办法院
文化节， 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深入

推进法院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

让每个角落都满溢芬芳

“把横杆放到最高位置”，这是临湘
法院在全国法院第24届学术讨论会上的
书面发言， 也是该院为全面科学发展喊
出的口号和瞄准的目标。

随着近年来文化建设的如火如荼，
该院调研、信息、宣传、舆情应对等工作
也硕果累累， 该院调研工作在全国法院
第24届学术讨论会中共获三项大奖。

“‘临湘法院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
全国各地先后有10余家法院前来考察、
交流和学习。 ”朱开颜坦陈，要将这块金
字招牌擦得更亮， 就离不开全院干警深
入持久的学习进取。

如今，全院上下已形成“3+N”学习
机制，即搭建3个学习平台，探索N种学
习方法。

一是“互动式平台”：通过法官论坛、
道德与法大讲堂、月末法律沙龙、课题研
究、文学社、法学会等N种方式开展互动
式学习，形成“法官教法官”、“专家教法
官”、“市民评法官”、“法官学法官” 的良
好氛围。

二是“信息化平台”：依托互联网、手
机等现代传播媒介， 充分利用数字法院
资源库及法院内、 外网， 开展法院与高
校、法官与法学家、法官与法官之间的网
络沟通、交流和学习，实现热点问题网上
讨论，疑难问题网上解答，学习资料网上
共享。

三是“自主性平台”：以自学和终身
学习作为求知主渠道， 引导干警钻研业
务，做到N个庭室就有N个读书小组、调
研小组，N个干警家庭，就有N倍学习成
员。

在学习之风劲吹下， 全院涌现出了
大批学习型庭室、 学习型法官和学习型
家庭，先后有36名干警加入作协、书协等
协会，有国家级会员3名，省级会员2名。
全国法院先进工作者、 退休老同志沈顺
舟创作诗词书画作品300余首（幅），20余
次获全国大奖。胡秋玲、卢安林等10名年
轻干警的调研论文在全国、省、市获奖。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如今，得益于
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临湘法院干警的思
想境界、职业操守、人文素养都得到全面
提升。 透过法院大门的“乘十八大东风，
励精治院，干群勉力，天平焕异彩；开一
三年新局，公正司法，绩效领导，春意暖
民心”长联，记者感受到，文化正成为一
股推动法院发展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
让法官更青春， 让法院更清明， 让司法
更公正。

泸县位于四川南部，是“千年古县”
之一、“中国龙文化之乡”，素有“龙城”之
美誉。近年来，泸县人民法院以“公正、廉
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
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创新审判管理、真
情服务群众，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3年2月，该院被授予“全国优秀法院”
荣誉称号。

法院文化感染群众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法院文
化建设中一定要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打
造出自身特色。 ”泸县法院院长谢杰说。

泸县法院将千年古县的人文积淀与

法院文化精髓相结合，将拼搏、奋进、创
新的龙城人民精神与当代法官理念相融

合，制定了法院文化建设五年规划，形成
了以“两个一流”、“四院”、“六化”、“八字

院训”为核心的法院文化。
“走进泸县法院立即被厚重的文化

底蕴所感染，不禁对我国几千年的法律文
化肃然起敬，法律的威严让心灵在这里得
到净化”，泸州市人大代表刘春玉如是说。

在文化建设的有力带动下， 近四年
来，该院已向上级法院、党委、政府等部
门输送人才30余人； 近三年来18名青年
干警通过竞争走上中层岗位，成为该院的
中坚力量；近两年来该院获得省级以上个
人表彰奖励23项，集体表彰奖励15项。

提升质效维护群众

“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是泸县法院人的宗旨和信
念。 近年来，该院加强网上同步录入、严
格案件质量评查和流程监控， 各项指标
强势提升。2012年在以《全省法院案件质

效评估指标体系》为标准的综合评估中，
泸县法院案件质效综合评估在全省188
个基层法院中名列第一。

“法官， 你好， 我的一件车祸案子
2012年11月起诉到法院， 现在办得怎么
样了？ ” 一名当事人打电话急切地询问
道。法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在网上
迅速调出了该案的卷宗， 将审理情况详
细地告诉了当事人。

“成天在外面跑案子，现在审管办盯
得紧， 即使加班也要及时将案子录入电
脑，要不就榜上有名咯。 ”执行法官张正
义说。

早在2010年， 泸县法院就成立了审
判管理办公室，建立了“每日跟踪、每周
汇总、每月通报、每季度分析”的案件质
量评查体系，建立了庭审、法律文书“两
评查”制度。

被评为“调解能手”的云锦法庭庭长
曾万军说：“‘两评查’制度就像‘紧箍咒’
一样，让法官随时绷紧这根弦，在庭审和
法律文书质量上丝毫不得怠慢， 切实维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便民服务贴近群众

2012年4月，新建的诉讼服务中心投
入使用，设立了集导诉服务、法律咨询、诉
前调解等功能为一体的八大窗口服务区，
采用多种形式向当事人告知诉讼流程，为
群众提供了一个温馨便捷的诉讼环境。

“现在地方比较宽敞而且功能更加
完善了 ， 老百姓在立案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基本问题看看诉讼须知就能解决

了……”前来立案的陈建律师感叹道。截
至目前，该中心共接待群众4700余人次。

近日，潮河镇某村二社的空坝里，人

头攒动，老百姓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这户人家的儿女怎么能这样呢，毕竟是
自己的亲妈啊……”“是啊，太不孝了。 ”

泸县法院潮河法庭法官谢蓉正在此

审理一起赡养纠纷。 该案原告是一位80
多岁的老人，被告是她的4个儿女，因一
些陈年旧事使得两代人矛盾加剧，4个儿
女都有楼房住， 而老人却住在阴暗潮湿
的草房里，吃着发霉的米、喝着不干净的
水，下雨天雨水还从房顶漏下来。在村委
会的支持下， 老人将4个儿女告上了法
庭。

该院认为， 此案充分反映了农村老
年人的养老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就
地审判会带来更好的教育和感化效果。
经过审理，4个儿女对之前不赡养老人的
行为感到羞愧，在法官和村民的说服下，
大儿子当即就将老人接回了自己的家。

巡回审判是泸县法院便民服务的重

要举措。去年至今，巡回法庭共举办法制
宣传53场次、 开展巡回就地办案245次、
进村开庭审案800余人次。

法官为群众发放 《临湘市人民法院新时期群众工作读本》， 现场送法。 袁硕望 摄

不是消极的等待或放弃追求，
而是， 要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我们
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不刻
意要求结果， 关键是你自己是否已
经做到了你该做的， 你的心里是否
满意你自己。

———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

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 实验表
明， 一个非常有天赋但是不努力的
人， 一生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但一
个天赋一般但坚持努力的人， 取得
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

长俞敏洪

55家
日前， 环境保护部公布了开展

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专项

检查的情况， 发现有55家企业存在
利用渗井、 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
沟渠、坑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
的违法问题。

10件
四川省雅安市纪委副书记、监

察局局长蔡军5月11日向媒体通报
了“4·20”芦山地震抗震救灾期间查
处的违规违纪案件： 截至5月10日，
共查处抗震救灾违规违纪案件10
件，给予10人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2600吨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５

月１４日公开审理了一起特大生产销
售“地沟油”案件，涉案的食品公司
在短短数年间共生产销售劣质火锅

油等油品共计2600余吨。

5亿元
近日，在公安部指挥下，上海市

公安局联动北京、福建、山东等７省
市公安机关， 成功破获全国首起跨
省市盗版高新工业控制软件侵权

案， 查获各类盗版国际知名品牌的
工程控制软件7000余套， 涉案金额
逾５亿元。

刘铁男

刘铁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 5月13日，中纪委确认刘铁男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刘铁男在国家发改委负责经济

运行调节、产业协调方面的工作，分
管经济运行调节局、产业协调司，联
系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国产业发
展促进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
主编罗昌平连发三条微博， 向中纪
委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存
在学历造假， 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
骗贷国内银行，包养情人后反目、女
方受到死亡威胁等行为。 举报中附
有刘铁男学位证书、 银行账号、合
同、护照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以及刘
铁男与情人的合影。

而当时的刘铁男正在俄罗斯访

问。当日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
人表示， 罗昌平举报内容纯属污蔑
造谣，正在报案、报警，并称刘铁男
本人已知晓此事。

2013年1月，罗昌平在微博上表
示， 中央有关部门已就他实名举报
刘铁男一事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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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海明、李军：你二人与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送达（2013）张执字
第 26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永刚、李永剑：你二人与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送达（2013）张执
字第 27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楚如艳、汤其星：本院受理河南国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金
执字第 725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们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2012）金民二初字第 198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晓康：本院执行的黄广磊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979 号执行通
知书和执行裁定书（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已裁定将你名下事故
保证金 1.5 万元予以提取）。 现通知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 416房间领取应发还给你的剩余款项。 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吴海波：本院执行的王继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金执字第 842 号执行通知书和
（2013）金执字第 842 号、（2013）金执字第 842-1 号执行裁定书
[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已裁定将你名下银行存款 1.05 万元予以
冻结、扣划，实际冻结金额为 2064 元，并已将你名下位于郑州
市金水区南阳路 68 号南阳新村 15 号楼 1 层 1 号 （房产证号
为：9901050664）的房屋一套予以查封]。现责令你履行本院作出
的（2012）金民二初字第 190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王来红：本院执行的张留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86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
你履行本院作出的（2010）金民二初字第 4231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偿还原告张留军欠款 10 万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
执行费。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巴清林、何大磊：本院执行的高杨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966 号执行通
知书和执行裁定书[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已裁定将巴清林名下的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 111 号院 2 号楼 4 单元 3 层 48 号
（房产证号为：1201101085）的房屋一套予以查封]。 现责令你们
履行本院作出的（2011）金民二初字第 431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南霸虎户外运动俱乐部： 史玄玄申请执行你单位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2011）金民一初字第 326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3）
金执字第 54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现责令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2011）金民一初字第 326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池吉成、顾秀梅、郑州宏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路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2011）金民二初字第 1761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
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676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现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2011）金民二初字第 176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及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李存兰、田维清、王自强、李春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建文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本院
（2011）金民二初字第 1396、176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672、673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现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日内履行（2011）
金民二初字第 1396、1764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及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锦玉、尤风芹、姚远：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1）金民二初字第
1760、15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金执字第 674、67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
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现责令你们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 3日内履行（2011）金民二初字第 1760、156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毕云天： 申请执行人徐开江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豫郑豫建评字【2013】第 04134A 号房屋价值评估报告》，你名
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 107 国道西国基路南 9 号楼 2 单元 203
（合同号：10681551）房屋评估价格为：144.55 万元。 如有异议，
你可在该评估报告送达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
期未提交，本院将移送该房产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委托
拍卖。 本公告期满后来本院询问拍卖事项和拍卖时间，参加选
择拍卖机构的摇号，逾期未到，相关部门将依法选定拍卖机构。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王东风：本院受理霍梅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霍梅香申请执行（2012）新密民一初字第 966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新密执字第 421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张长贵（又名张长桂）：本院受理你诉张向明物权保护纠纷
一案，申请人张向明申请执行（2011）新密民一初字第 1580号民
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新密执字第 387号执
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刘生伟（又名郭省伟）、王东霞：本院受理王中秀（又名王忠
修、王忠秀）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王中秀申请执行
（2012）新密民二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3）新密执字第 414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并对审理期间保全查封你们所有的位于新密市青屏办事处
刘家坡 68 号 （房权证号：0301005943） 房产一处进行评估、拍
卖，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后果均有你们承担。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王勇：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都路支

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开法执字第 78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3）开法
执字第 785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会雨：本院受理钟添水申请执行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开法执字第 14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3）开法执字第 146 号执行裁
定书、（2013）开法执字第 146-1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陈建国、李中瑞 ：本院受理李云申请执行陈建国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开法执字第
121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执行裁定书 （冻结 ）。 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何立广：本院受理周克春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周

克春申请执行（2012）衡蒸民二初字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衡蒸执字第 32 号执行通知书和（2013）
衡蒸执字第 32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崔英玉：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金凤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一案，[2012]沈和民三初字第 1332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沈和
执字第 888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
你于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陕西嘉正地产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曹沛
贞与你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西执仲字第 00169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一、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违约金 17438.58元，仲裁费 1519元，公告
费 300元，共计 19257.58元。 二、向本院缴纳案件执行费 196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颜素贞、吕子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库力木尔孜诺夫·热
西迪诉被申请执行人颜素贞、吕子杰、新疆吉尔盛国际经贸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库力木尔孜诺夫·
热西迪申请执行（2008）乌中民三初字第 18 号民事判决书，依
法委托乌鲁木齐市国发价格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位于乌鲁

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10 号天安名门 3 栋 1603 室房地
产进行评估， 已作出乌国价评字 （2013） 第 1007 号评估报告
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
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
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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