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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说

告别“三不”
□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陪

审员 张富贵

□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唐 红 岳翠霞

每周五，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的 “吴永年调解工作室” 里， 都会坐着一位和蔼的老人， 脸色谦和， 说话不疾不徐， 总能让当事双方
心服口服。 这就是该院人民陪审员、 特约调解员———吴永年， 而这间工作室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从 2005年至今， 他陪审的案件超过 500件， 参与调解的案件更是超过 1000件。 2012年吴永年被评为福建省 “全省优秀陪审员”。

□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陈嘉进民主视窗

吴永年：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爱心陪审员“李妈妈”

吴永年在同安禁毒教育基地为夏令营小法官做讲解。 陈嘉进 摄

“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放不下”
吴永年对法律并不陌生， 他曾经

是同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在检察院
工作长达16年。之后，他又在同安区人
大常委会担任法工委主任一职。

2005年， 退休后的吴永年被任命
为同安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他说：
“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放不下。 能成
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对我来说是一种
荣耀。 ”

长期从事法律工作， 吴永年对法
律熟稔于心， 在参与刑事案件审判时
驾轻就熟。 不过，担任陪审员之后，他
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为了审理好案件， 吴永年很注意
加强自身的学习， 努力提高法律水平。
除了积极参加法院系统对陪审员的专

门业务培训以外，他还采取各种方式自
学。每天阅读《人民法院报》也成了吴永
年多年不变的习惯， 对于报纸上刊载
的典型案例他都认真阅读思考。

谦虚好学， 是吴永年给同安法院
法官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每当在陪审
工作中，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吴永年
总是虚心向法官请教，“‘三人行必有
我师’，不懂的自然要虚心学习。 ”

“未成年人犯罪让我心痛”
吴永年现在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

是同安区关工委的常务副主任， 对于
下一代的成长他很关心， 在同安法院
少年法庭的陪审席上， 经常能看到他
的身影。

2012年11月，未成年人陈某、叶某
因贩卖毒品被提起公诉， 吴永年作为
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了该案审理工

作。 庭审前，为了了解被告人情况，发
现其犯罪根源，吴永年认真阅读卷宗，
向法官了解案情，并去被告人家中、社

区做审前调查。庭审中，吴永年并没有
把该案当成一个普通的案件， 专门对
被告人及其家长进行了现场教导。

“‘子不教父之过’，他们两个都还
是孩子， 就染上了毒品。 他们走到今
天，你们家长要负很大的责任。你们自
己想想，平时你们有好好关心过孩子、
教育过孩子吗……” 吴永年的一番话
让两家家长当庭流下了懊悔的眼泪。

陈某、叶某长期以贩养吸，为了让他
们彻底认识到吸毒的危害， 庭审结束后
吴永年联系了公安禁毒大队， 将被告人
及其家长带到了同安禁毒教育基地，并
亲自讲解， 让他们感受到吸毒和贩毒的
危害。

“未成年人犯罪常常让我感到心痛，
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让这些
孩子重新步入社会，被社会所接受。 ”吴

永年说。
2012年， 同安法院成立了3+X未成

年人犯罪帮教机制，“3”是指法院、司法
局、关工委，“X”则是愿意接收这些迷途
未成年人就学、就业的学校和热心企业。

“3+X帮教机制能够成功运转，作为
关工委负责人的吴永年在其中功不可

没。”同安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杨明洁告诉
记者。

“用百姓的语言化解百姓的矛盾”
除了出色地完成陪审任务外， 吴永

年的调解工作也是出了名的。 同安法院
近几年审理的“骨头案”，他几乎都参与
了调解工作。

2011年底， 五峰村发生了一起特大
交通事故，造成4人遇难。事发后，死者家
属情绪激动，拒绝火化尸体，并扬言要集
体上访。情况危急，承办法官林云集第一
个想到了吴永年。

接到电话后， 吴永年立刻赶到同安
法院道路交通法庭。详细了解案情后，老
吴迅速投入“战斗”。 因案件尚未进入诉
讼程序， 死者家属只是要求法庭提供赔
偿的参考标准，帮忙计算获赔金额。吴永
年和法官们一边耐心释法， 一边引导保
险公司依法进行理赔核算。 当事人申请
先予执行， 法庭依法裁定保险公司先行
支付6万元丧葬费，家属激动的情绪渐渐
稳定了下来，但始终不愿接受调解。

“人没了，我们也感到很不幸，可是
这样闹下去有什么结果呢？ 这样让死者
也不安呐……”凭多年的经验，老吴不厌
其烦地劝导着当事人。 他析法理、 摆实
例，劝说当事人要理性维权，切不可在痛
失亲人之际新增烦恼和负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几名家属终被
眼前这位真诚慈祥的老人打动了， 态度
也软了下来， 最终同意与保险公司达成调
解协议，接受保险公司96万余元的赔偿款。

吴永年是土生土长的同安人， 深谙
同安风土民情，在调解民间矛盾纠纷时，
他往往能用老百姓的语言释法说理，赢
得当事人的信任。 “做调解工作，最重要
的是要取得当事人的信任， 如果能够站
在他们的立场， 用他们的语言去做思想
工作，往往事半功倍。 ”吴永年说。

2013年6月，同安法院成立了以他名
字命名的调解工作室。

“李妈妈，如果没有您一直以来的关
心帮助，我不可能这么快、这么顺利地回
归正常的生活轨道， 您待我就像妈妈对
我一样，您的帮教，让我重拾起生活的信
心。 教师节快到了，祝您节日快乐……”

不久前的一天， 湖南省嘉禾县人民
法院人民陪审员李嫦娟收到了从广东深

圳寄来的一张节日贺卡， 当读完贺卡上
的文字时，她的眼睛湿润了。

随手一推致同学死亡

李嫦娟是嘉禾县田心乡一所学校的

教师， 她与廖华的相识始于嘉禾法院刑
事审判庭的一次庭审。

2008年5月的一天，听到课间休息铃
声响后， 上初中二年级的廖华撒欢儿跑
出了教室。

廖华开心地和同学在操场上追逐，
一不小心撞上了隔壁班的学生王某，两
人发生争执。在争执中，廖华用力把王某
推了一把， 导致王某的后脑勺撞在了篮

球架的铁架上，倒地身亡。
此事的发生不仅给王某的家人带来

了巨大的痛苦， 也使廖华陷入了极度的
恐惧之中， 经常自言自语：“这辈子就这
样完蛋了……”

事后不久， 廖华因涉嫌过失致人死
亡罪被提起公诉。 嘉禾法院刑事审判庭
受理该案后发现， 被告人廖华在接受公
安机关讯问的过程中表现得极端消沉，
在回答侦查人员问题的时候只是点头或

摇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语言和表情。
该院特邀了从事多年教育工作并擅

长做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人民陪审员李

嫦娟， 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
理。

爱心庭审打开封闭的心灵

庭审前， 李嫦娟多次前往廖华生活
学习过的地方走访， 调查了解他的家庭
状况、成长经历、社会交往、性格特点、学
习状况等多方面的情况， 为打开他封闭

的心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庭审时，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

廖华一开始难以接受， 声称自己是无心
的，是无罪的，情绪异常激动。 合议庭决
定短暂休庭。

休庭时， 李嫦娟走近廖华说：“请不要
紧张，我是一名教师，我非常喜欢我的学生，
看到了你就仿佛看到了我的学生一样。 ”

半小时后， 和蔼可亲的李嫦娟赢得
了廖华的信任， 他那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和对法官的抵触情绪逐渐消除。 在随后
的庭审中， 廖华开始积极回答法官的提
问， 并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及给
被害人家属造成的严重伤害。 在最后陈
述阶段，他泪流满面，恳请法庭能给他一
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并多次向坐在旁听
席上的被害人父母深深鞠躬。

庭审中的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在场

的所有人，包括被害人的父母。 最终，廖
华得到了被害人父母的谅解， 他们恳请
法院从轻处罚廖华。

因被告人廖华认罪态度好， 其家人
又积极主动地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损

失，同时为了能让廖华顺利完成学业，法
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帮助失足少年回归社会

为了给廖华创造一个轻松的学习氛

围，减轻其心理压力，李嫦娟在县城为廖
华联系上了另外一所学校， 并时常去学
校看望他。

廖华很快投入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

活之中，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他是个非常懂
事的孩子，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初三
毕业时就报考高职院校，学一门专长。

可在初三毕业考试即将来临的时

刻，廖华突然之间变得异常烦躁和忧虑，
复习也心不在焉。原来，廖华无意之中听
人说， 有犯罪前科的学生即使考上高职
院校，学校也不会录取。李嫦娟得知此情
况后，及时、耐心地开导他，帮他走出了
心理的困境。

2009年8月11日，廖华以优秀的成绩
被长沙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所学的
专业是比较热门的汽车销售专业。 这本
是高兴的事情，可是，廖华的一家人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

原来，为了赔偿被害人家属，廖华的
父母砸锅卖铁，到处借钱，现在廖华一家
负债累累，生活异常艰辛。 可如今，廖华
上大学一年就要8000多元的学费， 他家
实在无力再支撑了。

得知这种情况， 李嫦娟一方面与该
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办联系， 向他们
说明情况， 请求学校减免廖华的部分学
费， 另外一方面自己掏钱为廖华解决了
剩余的学费。在多方的帮助下，廖华如愿
以偿地跨入了大学的校门。

在就读高职院校的三年时间里，李
嫦娟与廖华保持着联系，时刻关注着廖华
的成长。大学毕业时，廖华凭借自己优秀的
学习成绩和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被深圳
一家某著名品牌汽车销售公司录用。

人民陪审员的 “三不作为 ”
（庭前不准备、 庭审不发问、 合议
不评议） 饱受社会诟病， 我暗下决
心不做陪听 、 陪坐 、 陪看的 “三
陪 ” 人民陪审员 。 为了告别 “三
不”， 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注重形象。 人民陪审员和
审判长并肩同坐于威严神圣的审判

席上， 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代表人
民群众参与审判工作， 必须要有良
好的人品和仪表 。 在工作和生活
中， 我坚决不做有损党和人民利益
的事， 不做有损法院形象的事。 在
庭审发问的语言要精练、 朴实、 义
正、 辞严， 绝不信口开河或盛气凌
人。 在审判席上， 我切实做到坐姿
端正， 精神饱满， 绝不左顾右盼，
前俯后仰。

二是注重学习。 我认为要发挥
作用， 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 必须
加强学习。 8 年中， 我始终积极参
加法院每半年一次的集中培训、 每
季度一次的业务咨询会、 每月一次
的庭审观摩及 “阳光司法工程” 等
学习活动 ， 并且坚持撰写陪审笔
记， 如今 500 余篇陪审笔记成为我
退休后最大的工作成果。

三是阅卷才上庭。 对案件事实
和法律问题的不熟悉是很多人民陪

审员在庭审中一言不发的重要原

因。 我们和法官沟通后， 要求法院
在通知开庭前必须将民事案件的诉

状副本、 刑事案件的起诉书一并复
印给我们， 有助于我们在庭前做一
个简单的 “备课”。 案情较为复杂
的、 证据较多的案件我们都提前到
法院阅卷。

四是善于倾听。 庭审是办理案
件的重要一环， 陪审员并非无事可
做， 要全神贯注地听清双方当事人
所举证据， 想一想其证据是否来源
合法、 是否真实有效、 是否与案件
密切相关、 是否存有瑕疵。 要认真
听取诉讼参与人叙述和辩论意见，
才能更好地进行提问。

五是敢于直抒己见 。 在 2011
年审理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 我
的意见与审判长的意见分歧较大，
最终提交审委会讨论。 我应邀列席
审判委员会， 我结合案情、 悔罪表
现等方面进行深入阐释， 最终审判
委员会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 这对
我是极大的鼓舞。 之后， 我和同事
们在合议时就敢于谈出自己的真实

意见， 而不是一味地不假思索地随
声附和 “同意” 二字。

（赵 彦 整理）

北京浩诚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6013612878（变
更后名称为：北京闽中陈氏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北京浩诚信
达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丢失。 特此声
明作废。 北京浩诚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受委托，定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上海市广东
路 689 号三楼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拍卖：位于上海市浦北
路 999弄 2 号 17F的房屋，建筑面积 141.15 平方米。 有意竞买
者请携带有效证件于 10 月 28日 16 时前办理报名手续,并交纳
保证金 50 万元， 保证金汇入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
指定账户（须于 10 月 28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前到账），即日起标
的原地展示。 详情咨询：0518-85106913、85106921

连云港市安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深圳市福田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告 张干余（身份证号 321023195507196210）：因你未取得
《医师执业证书》在深圳市福田区石厦东村 220—2 号 2 楼从事
医师执业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现
依法做出深福卫医罚[2013]A01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予
以你没收盐酸溴索葡萄糖注射液 5 瓶、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10
瓶、静脉输液针 2 包、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5 包并罚款人民币壹
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决定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深州市福田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领取处罚决定书，逾期
视为送达。 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各营业网点，开户名：深圳市福田区财政局国库科，帐
号：4420150350005919919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
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
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

向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或福田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三个月内向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
执行本处罚决定。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深圳市福田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

二○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律师声明 山西西北家家园物流有限公司：我所接受中国

今又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又唐公司）委托，就贵公司与
娄四海 2013 年 4 月所签《市场承包合同》一事出具本律师函。
经调查核实， 今又唐公司早在 2006 年 11 月 21 日就与太原市
晋源区晋源街道南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共同
经营开发“人通天下文化园”项目，即现“南街物流市场”。 在今
又唐公司经营期间，发现贵公司擅自将正在经营的“南街物流
市场”于 2013年 4月承包给娄四海经营，为此今又唐公司特委
托我所全权处理该项事务。 我所认为：今又唐公司是“南街物流
市场”的唯一合法经营人，贵公司无权对该市场的经营权和场
地做出任何形式的处理，因此贵公司与娄四海所签《市场承包
合同》无效。 为此，自本函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请贵公司等有
关各方与我所联系。 此十五日期内，今又唐公司对有关各方的
合法损失予以负责。 公告期满后，将依法收回“南街物流市场”
的全部场地及经营权，并不再承担有关各方的任何损失。 联系
电话：杨律师 13935122036。 山西抱阳律师事务所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宁安市东京城五金批发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了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清算事由， 但公司未依法自行清算，
股东邱继波、苏桂荣、陈忠双、魏桂芝、董玉红、蔚凤英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向宁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2013 年 6 月 24
日宁安市人民法院以（2013）宁法商清（算）字第 1 号民事裁定
受理本案，进入强制清算程序。 宁安市人民法院于 2013年 9月
2 日以（2013）宁法商清（算）字第 1-1 号民事决定书，指定了清
算组，清算组山邵玉峰、韩晓艳、侯宪民、邱继波、苏桂荣、陈忠
双、魏桂芝、董玉红、蔚凤英等九人组成，经宁安市人民法院指

定邵玉峰担任清算组负责人。 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宁安市东京城五金批发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因朝阳广州市场破产已清算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裁定
终结朝阳市广州商场的破产清算程序。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中州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开封中州高新农业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分别审议表决了两企业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表决均未通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65 条之规定：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需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 如仍未通过由
人民法院裁定”。 现特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11、12 日上午 9 时
在开封市西环城路南段 30 号 （开封市中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会议室）分别召开两企业有抵押权和普通债权人会议，再次表
决两企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请准时参加。 [联系人： 权霞
（13938639193）、燕建华（13592126012） ]

开封中州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开封中州高新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沭阳县胡集金桥学校：本院受理的张道玉、孟令录、陈兴
乔、丁霞红、陆友安申请你单位破产清算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理破产案件裁定书、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你单位应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依法向本院提交相关材料。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09年 5 月 31 日作出裁定， 依法受理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

公司破产一案。 经对债务人资产进行核查，查实其资产已不足
以清偿到期债务， 且债权人债务人均未提出和解重整申请，故
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已符合破产还债的条件，本院已作
出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破产的裁定。 现予以公告。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
2013年 9月 23日，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宣告

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破产，现通知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
限公司的各债权人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就金华唯一不锈钢
带有限公司破产分配方案等事项进行表决，请各债权人届时准
时参加。 会议时间：2013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地点：金华市
金东区人民法院大法庭（金华市李渔东路 1866号）。

二 0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李玉祥：本院受理的徐慧兰与你离婚纠纷执行一案 ，因
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古执字第 190 号
执行通知书及 （2013）古执字第 190-1 号执行裁定书 ，责令
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甘肃]古浪县人民法院
张谦、山西谦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申

请执行人吴小瑞、刘爱琴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杏执字第 175、176
号民事裁定书。 本院依法续查封了山西谦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太原市平阳路 66 号房屋一幢 （并房权字第
00109897 号） 张谦名下位于太原市解放南路 265 号 1 幢 1 单
元 2 号房屋一套（并房权字第 00509026 号）。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史保喜（又名史宝喜）：本院受理李昂丑申请执行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晋临新平司法 （评） 报字
（2013）第 612 号评估报告，确定史保喜所有的临汾市尧都区屯

里镇东高河村的房产价值为 981083 元， 若你对上述评估报告
有异议，请于报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提供
相应的证明材料。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洪洞县人民法院
张海峰：本院受理郭有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郭有喜申请执行（2010）洪民初字第 36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0）洪法执字第 280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7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山西]洪洞县人民法院

夏李：本院执行的陕西骅博担保有限公司与夏李借款担保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西执仲字第
00291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履行通知书
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盛梵科技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张建军 、曹玉兰 ：本
院受理王成军申请执行张建军、曹玉兰借款一案 ，陕西盛梵
科技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自愿以位于本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20
号华晶商务广场 B-23 室房产为本案提供执行担保，困被执
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 本院依法对上述房产强
制执行。 现公告向你们送达本院（2009）碑执裁字第 2252-1
号执行裁定书 ，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四川儒诚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成都市仁信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 执行中，本院
依法委托成都衡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公司

所有的川 A0162S辉腾小型轿车进行评估， 评估价为 38 万元。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成衡评报字（2013）第 131408 号旧机
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
对本评估内容有异议， 请于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 逾期本院将依法委托对上述汽车予以拍卖。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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