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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刘某因一起道路交通事
故的赔偿问题与吴某协商无果， 一
纸诉状将吴某以及保险公司告上了

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 该院三道堰
人民法庭受理此案后， 法官考虑到
刘某伤未痊愈， 家距法庭较远， 便
决定到原告刘某居住地红光镇白云

村巡回审理此案。
这天一早 ， 法庭的法官们来

到了白云村开始了开庭前的准备。
上午 10 时， 在法官的主持下庭审
开始了。

2013 年 7 月 ， 被告吴某驾驶的
汽车在郫县三道堰境内与骑电动车

的刘某相撞 ， 造成刘某受伤并住院
治疗 ， 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承担
同等责任 。 刘某与被告因医疗等费
用未能协商一致， 起诉到了法院。

法官听取了双方意见后， 针对争
议的问题， 从情、 理、 法入手， 对双
方开展了耐心的调解工作。

经过法官的努力， 双方当事人最
终就所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 案件得
到圆满解决。

图①： 法官在刘某的村里开庭吸
引了村里的群众前来旁听。

图②： 法官听取原告刘某的意
见。

图③： 法官对被告方代理人做调
解工作。

图④： 法官向原告解释相关法律
规定。

图⑤：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
字。

图⑥： 法官收拾庭审工具返回法
庭。

□口述： 陈超禄
□整理： 本报记者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魏 杰 谢威利

法院微博 一个私信解决问题

链接

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微博

上私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

微博 ， 没想到在一天之内就给我回复
了， 更没想到的是很快把事情也给我解
决了。 我觉得重庆一中院的微博还真是
靠谱、 给力。

两年前， 我因一起民事纠纷和所在
的村社打起了官司， 一审法院判决我败
诉 ， 我不服 ， 向重庆一中院提起了上
诉。 上诉时， 我向法院预交了 2500 元
上诉费。 2013 年， 重庆一中院判决我
胜诉， 并判令由对方承担诉讼费， 对方

也答应尽快把 2500 元诉讼费支付给我。
但二审判决书送达之后， 对方迟迟不肯
把诉讼费给我。 无奈之下我就想到了法
院， 毕竟当初是法院收了我的那 2500
元钱。 既然法院判了对方承担诉讼费，
我就有理由直接找法院要回当初预交的

诉讼费。
2013 年 12 月， 我试着在新浪微博

上搜索了 “重庆一中院”， 没想到还真
搜到了该院的官方微博。 当时纯粹是试
一试的心态， 觉得法院开微博也就是搞
搞花架子。 但想一想， 我发个私信也没

啥成本， 就私信给 “重庆一中法院” 微
博， 问我的二审诉讼费能不能退给我。
出乎意料的是， 3 个小时后， 重庆一中
院微博私信回复我了： “您反映的情况
我们正在核查， 感谢您对我院微博的关
注。”

隔了一天， 微博管理员再次私信了
我 ： “感谢您对我院微博的关注和支
持！ 您反映的问题， 我们已按照程序进
行了沟通协调， 现请您带上退费所需手
续依照我院财务规定， 及时到我院办理
退费事宜 。 之前的工作给您带来的不
便， 敬请谅解！”

当天下午， 我接到了重庆一中院工
作人员的电话， 通知我第二天带上材料
到法院办理手续。 赶到法院， 承办法官
肖怀京和财务人员已经等着我了 。 后
来我才知道 ， 法院微博线上回复我的
同时 ， 微博管理员就已经在线下联系
上了肖怀京 。 工作人员告诉我 ， 经核
实， 虽然该笔诉讼费应由败诉方支付，
但法院综合考虑到案子的实际情况 ，
决定把这笔款项优先退还给我 。 微博
管理员这才再次私信我 ， 让我去办理
退费事宜。

经过对诉讼费收据、 裁判文书等材
料进行审查， 重庆一中院的财务人员很
快就将 2500 元的诉讼费退给了我。

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现在的媒
体很发达了， 微博、 微信大家都在用，
但确实没想到法院也开通了微博 、 微
信， 而且还这么给力。

（根据当事人要求， 其姓名为化名）

重庆一中院自 2013 年底开
通新浪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账号
以来， 共发布原创微博 90 余条、
处理微信留言 120 余次。 其中，
对备受瞩目的加多宝诉王老吉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宣判进行的微博

直播 ， 阅读量达 13 万次之多 ，
被网友转发近 1800 次。 根据该
院官方微博管理规定， 对来自微
博、 微信的网友留言及私信， 管
理员将在一个工作日内给予回

复。
通过各种 “微” 渠道与公众

及时有效地互动， 根据反馈的信
息不断调整公开的内容， 是重庆
一中院司法公开的重点。

作为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和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法院之

一， 重庆一中院除了强化微博、
微信平台运用， 还在网络应用上
狠下工夫。 以该网站的文书查询
系统为例， 自去年 12 月 28 日开
通以来， 该院的公众服务网上已
公布了 1600 余份文书。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庭审微博直播。

马年除夕，天色渐晚，在福建
省漳州市芗城区古塘村， 家家户
户门前张灯结彩， 爆竹声此起彼
伏，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在村委
会对面的 “黄志丽法官工作室”，
门还开着， 一个熟悉的身影端坐
在窗前。 好心的村民上前一探，
“黄法官，都忙乎一整年了，大年
三十还不歇歇？ ” 她放下手中的
笔， 把刚整理好的群众来访记录
轻轻合上，“忙完这些就走。 提前
给您拜年啦！ ”

“她可是咱村里的‘名人’，大
伙有什么难事都找她来断。 处事
公道，百姓就服！”说起黄志丽，村
民们竖起大拇指。

大伙记得，几年前，村里的兰
阿婆因为交通事故致左腿粉碎性

骨折。接到卷宗后，黄志丽前去探
望， 发现老人卧病在床， 无人照
顾。 她立刻放下包， 给老人擦身
子、打扫房间、做饭。随后，通过村
干部，为老人请了保姆，自己还垫
付了一个月的费用。 为了在最短
的时间内将赔偿款交到老人手

里，黄志丽一次次地赶赴江西。结
案后，还经常去看望老人。 “真是
比自己的亲闺女还亲。”兰阿婆逢

人便夸。兰阿婆弥留之际，嘴里还
念叨着黄志丽的名字。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余年，
黄志丽笃信， 一次温情的调解胜
过一份冰冷的判决。

“黄法官，借你吉言，我要好
好多活几年，至于那墓地，不要也
罢。 我撤诉。 ”花甲老人黄某捧着
继子陈某给的 3 万余元现金说。

因不满继子陈某领走老伴去

世后留下的 7 万余元遗产， 黄某
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 本着以和
为贵的理念，黄志丽组织调解，这
才知道母子俩因年纪相差无几，
十年来， 陈某未从心理上真正接
受过这个继母，双方矛盾极深。

第二次调解， 黄志丽分别给
他们讲法律 ， 两人却听不进任
何劝导的话 ；第三次 ，谈十年
家庭生活 ， 两人开始互相挑
刺 ，再次谈崩 ；第四次 ，得知两
人都信佛 ， 黄志丽就和他们谈
信仰 、谈因果 ，老人的眼里有了
些亮光……

第八次， 在黄某老伴的遗像
前， 黄志丽让他们再次面对面坐
了下来。 又是一个下午苦口婆心
地劝导，案情终于有了转机，陈某
当场拿出该给黄某的那部分钱，
黄某撤回起诉。

“案情百态， 折射世间冷暖。
作为法官，不仅要有法律信仰，还
要心怀悲悯之情。 ”黄志丽说。

黄志丽：
法律信仰 悲悯之情
本报记者 何晓慧 本报通讯员 林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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