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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受到审判长的尊重， 有
职有权。” 这是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
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文叶萍的感受。 这位
来自湘东区麻山镇麻山中学的人民教

师， 从 2005 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人民陪
审员， 每年他都要参加十几起案件的庭
审和调解。 他的一席话， 代表了广大人
民陪审员的心声。

在湘东法院， 人民陪审员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他们架起了一座 “民情直通”
桥。 该院人民陪审员分布地域较广、 行
业跨度大， 既有来自区直政府机关、 企
事业单位的， 也有来自乡镇、 社区等基
层单位、 基层群众组织， 人民陪审员的
大众化无形中架起了广大群众与司法机

关直接沟通的桥梁。 文叶萍在今年参审
的原告彭某诉被告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 原告彭某对被告刘某借款本金和
利息每月偿还的数额不满意， 因此提出
要被告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和利

息， 可是被告现在投资的项目正在生产
初期， 资金运转不过来， 要一次性偿付
这笔款项还真是一个难题。 文叶萍了解
情况之后， 找到原告彭某， 用平实通俗
的语言向他分析了目前被告的经济状况

和被告对于这笔款项的偿还能力， 并告
之倘若一味逼债， 不但可能导致被告生
产脱节， 甚至还极有可能使两人之间多
年的友情破裂。 彭某听了这一番话语之
后， 权衡了事情的利弊， 于是决定允许
被告刘某分期分批还款。

架起了一座 “公正司法” 桥。 湘东
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普遍政治素质较好，
业务能力较强，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 12
人， 占总数的 80%， 绝大部分具有丰富
的基层工作经验 。 他们所从事的专业
中， 既有法律、 经济、 行政管理的， 也
有水利、 建筑、 教育、 劳动监察等领域
的， 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这些都是法
官无法替代的， 也为开庭审案、 合议讨
论、 公正裁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架起了一座 “息诉息访” 桥。 人民
陪审员的法律业务素质不如专业法官，
但在经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多次陪审

后， 都能在参与法院审判、 执行等工作
时， 凭着朴素的良知、 常理、 道德规范
和对民俗习惯的熟悉 ， 作出自己的判
断。 有些案件需要法官与当事人做深入
沟通的， 人民陪审员可以利用自身身份
的特殊性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 真正做
到零距离沟通与交流。 今年上半年， 该
院人民陪审员共参与审理案件 45 件 ，
其中有 35 件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 ，
调撤率达 77.8%。

萍乡湘东：
陪审员架起三座桥梁

“现在我是倾家荡产、 负债累累了，
但是我不怕，我问心无愧了……”说着，
50多岁的女教师孔志凤流下了眼泪。 这
是近日发生在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

法院的一幕。
孔志凤是一名乡村女教师， 丈夫很

早就病逝了，家中负债累累，一个人含辛
茹苦把一儿一女拉扯大，天有不测风云，
儿子在高考前夕骑摩托车撞倒了一位年

逾花甲的农村老人，老人成了植物人，事
故责任认定是肇事方负全部责任。 案子
起诉到月湖法院后， 该院判决被告方赔
付38万元， 这对孔志凤而言无疑是个天
文数字。 由于双方都是贫困家庭，所以执
行矛盾也更加激烈。

为此， 月湖法院执行局创新执行机
制， 由承办法官邀请当地的人民陪审员
参加案情分析会和执行调解， 经过做双
方工作， 孔志凤变卖了所有财产通过借
钱，凑了8万元，并且答应在老人的病床前
陪护照顾老人，以实际行动替儿子赎罪。
这个案子的圆满调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人民陪审员的一次次耐心的工作。
月湖法院院长毛晓文介绍说：“将人

民陪审员纳入到执行工作， 即充实了执
行队伍，形成执行合力，还可以发挥他们
联系面广、业务知识专业的优势，提升了
执行的‘软实力’，也就帮助我们缓解了
案多人少的困局和执行难的问题。 ”

2011年7月，月湖法院推行人民陪审
员参与执行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这
个制度明确人民陪审员执行裁判的权

力， 规范了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听证程
序， 还强化了人民陪审员介入执行和解
的力度。

“我们针对不同的案件， 选择不同
特点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 是提高执
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曾获得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的月湖法院执行
局局长严志浩介绍说。 针对牵涉面广、
情绪容易对立激化的群体性纠纷案件，
月湖法院选用有一定群众基础、 办事公
道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执行， 发挥其
“稳定剂” 作用。 针对一些容易受到外
部干预涉及行政机关的案件， 该院选用
具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特殊身份的
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 以其特殊身份监
督执行 ， 发挥其 “镇定剂 ” 作用 。 另
外， 针对专业技术比较强的执行案件，
该院选用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背景的人民

陪审员参与执行， 集思广益， 力求执行
方案更具科学性 ， 充分发挥其 “推进
剂” 作用。

2012年1月到今年6月，该院共有152
件案件选用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 解决
了一批久执不决的疑难积案。 一年多来，
执行案件的“实际执行率”、“平均执行天
数” 等指标显著提升， 涉执信访下降明
显，2012年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
“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 被鹰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荣记集体三等功。

江西：陪审员参审有职有权

近年来，江西全省各级法院在党委、人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扎实推进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培训、管理和参审等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全
省各地共选任人民陪审员2685人，达到全省基层法院一线法官总数的54.58%；去年，全省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占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
75%以上；全省人民陪审员队伍中，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占79.37%，共产党员占75.61%，30岁至60岁占89.91%，人员整体结构日趋合理，代表性
和广泛性得到较好体现。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范围不断扩大，涵盖民事、刑事、行政等类型案件，参审的环节不断增多，涉及调解、
执行、接访等。 人民陪审员的职权得到充分保障，在合议庭内部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提高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审判的公开公正，提
升了司法公信力。

本报记者 姚晨奕 本报通讯员 曾 奎 高 嵩 祝文锋 胡振艺

“作为被告，虽然最后我赔了钱，但
是我心服口服，你们不仅解决了我和王
大爷之间的纠纷，还让我在南昌多了个
亲人。 ”案件调解结束后，小丽激动地对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交通事

故速裁法庭的法官说。
“我可不敢独居此功 ，这起交通事

故案件能顺利结案，我们庭室的人民陪
审员也是功不可没。 ”法官笑着说。

2012年11月6日， 小丽骑电动车前
往招聘单位的途中与六旬老人王军驾

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均不同
程度受伤。 交警部门认定该起交通事故

王军负主要责任，小丽负次要责任。 后
王军多次找小丽协商赔偿事宜，但是小
丽却认为老人本身患有多种疾病，所花
费的医疗费用均是用于治疗自身疾病

所产生的，与本次车祸无关 ，因此拒不
赔偿。 王军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接手案件之后，东湖法院交通速裁
庭的承办法官找来人民陪审员，一起就
案情进行商议和调解。 最终，这起交通
事故案件在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的积极

努力下，小丽当场履行了赔付义务。 王
军从获得的赔付款里面拿出200元塞给
小丽， 嘱咐多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并

表示以后可以像亲戚一样多走动走动。
在交警部门设立交通事故速裁法

庭，目的就是希望快速审理案件 ，节约
司法资源，也节约当事人的时间、金钱。
达成调解的案件 ， 既解开了当事人的
“法结”，又解开了当事人的 “心结 ”，使
他们不吵不闹地走出法院，心平气和地
回到工作和生活之中。 为此，东湖法院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调解职能，积极
邀请其参与案件调解，利用人民陪审员
“编外法官，根植群众 ”的优势 ，从公序
良俗、专业技术等方面对案情进行分析
判断，从而赢得当事人的信任 ，促进案

件达成和解，妥善化解纠纷。 今年1月，
交通速裁庭还聘请了一名从事民事审

判工作多年，调解经验丰富的退休女法
官作为人民陪审员 ， 协助法官调解纠
纷。

东湖法院交通事故速裁法庭成立3
年时间内 ， 共审结交通事故赔偿案件
700多件，案件调解率达65%以上，其中
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达38%。 实现
了交通事故速裁法庭所办理的交通事

故案件投诉少 、上访少 、无错案的可喜
局面，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
请求法庭给予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

实不符，应不予采纳。 ”近日，在江西省德
兴市人民法院评议室，合议庭评议一起绑
架案时，人民陪审员周慧涛首先发表了自
己的意见。合议庭成员充分尊重周慧涛的
意见，并将这起案件提交刑事专业审委会
审理，最终周慧涛的意见被采纳。 审委会
认定该起案件被告人无从轻处罚情节，以
绑架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
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

据了解， 德兴法院目前共有人民陪
审员37名，2012年及今年上半年，共参与
审理各类案件356件，一审案件陪审率达
到100%。 在审判工作中，德兴法院充分

尊重人民陪审员的意见， 积极发挥人民
陪审员兼职调解员、普法宣传员、公正司
法监督员和法院与群众之间的联络员作

用，进一步加强了司法调解，提高了审判
效率，提升了司法公信。

今年是张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第8
年。凭借自身的努力，专科毕业的他通过
自考获得了法律专业本科学历， 并通过
了司法考试。 多年的陪审经验以及扎实
的法律功底让他在陪审工作中得心应

手。在一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原告提
出被告治疗不当，且延误救治时间，使其
病情加重， 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24.6
万余元。在仔细阅卷及双方质证后，张卫
认为原告诉请中的部分费用与被告治疗

无关，应予以扣除，并积极协助法官组织
双方调解， 最终使双方达成了由被告赔
偿原告19.1万余元的调解协议。

德兴法院还利用人民陪审员熟知风

土人情、通晓当事人亲疏远近的优势，注
重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法庭之外的作

用， 使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
发挥。

2009年， 因丈夫在医院治疗时抢救
无效死亡，67岁的陈老太与子女认为医
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 要求医院给
个“说法”，并将灵堂搭设在医院。双方矛
盾十分尖锐， 陈老太的子女甚至掌掴了
主治医生。 后陈老太等人向法院起诉要
求被告医院赔偿14.7万元。 尽管提起了

诉讼， 但陈老太等人对法院能否公正处
理还存在着疑问和误解，因此多次信访。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担任该案人民陪审
员的两名居委会主任李庆芳、 胡清清来
到陈老太家中，和陈老太等人谈心，消除
了陈老太等人的疑虑， 并向他们介绍了
法院的工作程序， 讲解了人身损害赔偿
等相关法律知识。最终，陈老太等人接受
了法院的建议， 与被告医院达成了调解
协议，由被告赔偿6万元。

“人民陪审员的四重角色，不仅让他
们在审判工作中大显身手，而且也让他们
成为法院深入群众的桥梁纽带，进一步加
强了法院与群众的联系沟通。 ”德兴法院
院长龚沈健如是说。

南昌东湖：陪审员参与调解促和解

德兴：陪审员的四重角色

鹰潭月湖：
陪审员是好帮手

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参与一起民事案件的调解。 周小化 摄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与法官讨论案件。 卢日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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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春天彩虹航
运 有 限 公 司 （RAINBOW SPRING SHIPPING LIMITED
INC.）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春天
彩虹航运有限公司称：2013年 4月 18日，申请人所有的“春天彩
虹（RAINBOW SPRING）”轮与他人所有或光船租赁的“华锦
洋”轮在长江口水域发生碰撞，两船均受损，“华锦洋”轮及其所
载货物随后沉没。 “春天彩虹”轮总吨位为 9,529吨，故申请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三条和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向本院申
请设立数额为 1,674,843 特别提款权及该款项自责任产生之日
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相应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凡
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对申请人春天彩虹航运有
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 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对申请人春天彩虹航运
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的， 或异议被
本院裁定驳回的，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
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
不得在基金中受偿。 二○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本院地址：上海市
浦东新区迎春路 567 号 联系电话：（021）68567567－3092、3102
联 系 人：林焱、姜彤 邮政编码：200135。 上海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吴宗水、王彩平申请宣告吴同富死亡一案，经查：
吴同富，男，1985年 10月 30日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安徽省泾
县茂林王家桥 34 号。 吴同富于 2007 年 5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
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吴同富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安徽]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泉凤申请宣告黄恩喜死亡一案，经查：黄恩喜，
男，1967年 1月 20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建瓯市人，原住福建省
建 瓯 市 吉 阳 镇 新 桥 村 下 庄 39 号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52123196701206538，于 2009年 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黄恩喜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0599-3852357）。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福建]建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兰琴申请宣告赵志元死亡一案，经查：赵志元
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赵志元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赵志
元死亡。 [甘肃]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年得杰申请宣告年作俊死亡一案，经查：年作俊，
男，汉族，1966 年 4 月 20 日出生，原住甘肃省临洮县柯栳村山
曹家社，临洮县石油公司职工，于 1995 年下半年从单位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年
作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与本院民一庭联系。 公告期限届满，
本院将依法宣告年作俊死亡。 [甘肃]临洮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史延平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史继平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史继平，身份证号 230102196904160014，男
1969年 4月 16日生，于 2006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史继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国志、姜桂芳申请宣告许红梅失踪一案，经查：

许 红 梅 ， 女 ，1987 年 6 月 1 日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230183198706010725，汉族，无职业，原住尚志市尚志镇向阳村。
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离家出走，经家人四处寻找，没有下落，下
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许
红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本 院 受 理 杜 永 利 申 请 宣 告 杜 顺 利 （ 身 份 证 号 ：
410103196001180639）失踪一案，经查：杜顺利，男，汉族，1960年
1月 18日出生，原住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铭功路 45 号，户籍
所在地郑州市二七区东陈庄后街 53号。于 2011年 3月 26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杜
顺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任学申请宣告邝红英失踪一案，经查：邝红英，
女，汉族，1980年 3月 21日出生，宁远县人，住宁远县鲤溪镇道
力田村 2组，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邝红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邝红英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萍顺、黄平英申请宣告蒋海林失踪一案，经查：

蒋海林，女，1986年 8月 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住宁
远县湾井镇梅子窝村 6 组，于 2011 年 4 月 6 日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蒋海
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
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蒋海林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阳朋艳申请宣告李娟珍失踪一案，经查：李娟
珍，女，1976年 11月 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民，住
宁远县中和镇四坊村 1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李娟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
娟珍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桂满申请宣告关浩死亡一案，经查：关浩，男，
1972 年 5 月 5 日出生，身份证号：210112197205052616，汉族，
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塔北委 357 号，于 2000 年 4
月 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关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泽民、李晨申请宣告陈月红失踪一案，经查：陈

月红，女，1979年 3月 8日出生，汉族，灯塔市人，户籍地辽宁省
灯塔市柳河子镇米家沟村，系申请人亲生母亲。 陈月红于 2010

年秋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陈月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灯塔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毕守德申请宣告毕龙梅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基本情况， 于 2007 年 6 月间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或因意外事
故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
毕龙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
院受理申请人姜治林申请宣告被申请人何自会失踪一案，

经查：何自会（女，1972 年 8 月 19 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福
集镇万宝村九组 27 号， 身份证号码：510521197208190204），下
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何
自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
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何自会失踪。 [四川]泸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蒲晶申请宣告谭勇失踪一案，经查：谭勇，男，汉
族，出生于 1972年 10月 23日，户籍地新疆奎屯市农七师一.二
团团水泥厂 53 号， 经常居住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高水中街
18号 8幢 5单元 4楼 12号，身份证号码：654001721023251。 于
2009年 9月 2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谭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友喜、唐明清申请宣告王永君失踪一案，经查，

王永君，男，1984年 11月 2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农
转非居民，住乐至县天池镇南郊 6组 5号。 于 2011年 2月离家
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永君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乐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姜佳仙申请宣告陈建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陈建安，男，1969 年 8 月 13 日生，彝族，初中文化，原住云县
爱华镇爱华社区环城西路 2 号。 于 2009 年 7 月 30 日离家出
走，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陈建安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国华申请宣告徐明华死亡一案，经查：徐明华
于 1992 年 6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1年。 希望徐明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赵倩倩：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公证
处(2012)郑惠证民字第 5268 号公证书及（2012）郑惠证执字第
250号执行证书，本院已立案受理郭希英申请执行你借款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2012）金执字第 2704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在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还
款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评估你名下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十里铺路街 6 号院 2 号楼 3 单元 25 层 299 号房产进
行拍卖。 另责令你在委托评估之日起 15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
房屋的评估，拍卖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
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解德勇、解维福：本院受理原告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庄河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该案
（2011）庄民初字第 316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庄执字第 1808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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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李淑莲、苏彬彬：本院受理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庄河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2011）
庄民初字第 316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2013） 庄执字第 1804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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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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