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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化 规范化 人性化

厦门中院让司法的阳光照进高墙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林淑娴

““法法行行基基层层””好好新新闻闻竞竞赛赛

近年来，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真贯彻执行新的刑事诉讼法和

相关减刑、 假释规范性文件， 以公开
化、规范化、人性化为主线，建立和完
善减刑、假释审判工作机制，促进了司
法公正。

公开化

让减刑、假释在阳光下运行
“相信法庭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审

判。”这是在厦门监狱厦门中院减刑假
释巡回法庭庭审时减刑罪犯林某的陈

述。林某原是省直机关副处级干部，因
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庭审时，旁听席上坐着省、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监狱民
警及服刑人员代表和家属。 厦门监狱
宣读减刑、假释建议书，出示拟减刑、
假释罪犯的证据材料； 审判长征询检
察机关的审核意见； 其他罪犯作为证
人出庭质证； 减刑、 假释罪犯本人陈
述，最后法官合议作出裁定。整个庭审
程序严格，公开透明。

2012 年 6 月 20 日， 厦门中院在
厦门监狱设立减刑假释巡回法庭，规
定对假释案件、 法律规定的六类案件
及原为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的
减刑、 假释案件均依法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 至 2014 年 3 月共开庭审理减
刑、假释案件 76 件。

为加强监督，所有减刑、假释案件
一律实行裁前公示，将被提请减刑、假
释罪犯基本情况和法院拟裁定减刑或

假释意见等， 通过监区闭路电视和操
场滚动大屏幕进行公示，在狱内 32 个
分监区公示栏上张贴， 确保每个服刑
人员都能看到公示。同时，在厦门法院
网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据统计，
减刑、假释案件公示率达到 100%。

把“法庭开放日”活动融入减刑、
假释工作。 2013 年 6 月 7 日，减刑假
释巡回法庭联合厦门监狱共同举办题

为“让公平正义阳光照亮心灵”的巡回
法庭开放日活动，22 名省、 市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法院廉政监督员以及
190 余名服刑人员家属应邀参加。

“这次参观揭开了监狱执法神秘
的面纱，让我们切实体会到法院、执行
机关在改造罪犯方面的良苦用心。”厦
门市人大代表李京山表示。

规范化

让严格的规范促进公正

为统一裁判尺度，防止标准不一而
“同罪不同刑”现象的发生，厦门中院对
申报减刑、假释的幅度、比例、应提交的
证据材料等统一标准， 规范司法裁量
权，减少了办案中的主观随意性。

规范审判程序，厦门中院制定了减
刑、假释案件庭审规范，把重点放在审

查罪犯的思想认识和主观恶性消减程度、
财产刑履行状况上，并对法庭调查的举证
阶段按照案件类型进行格式化分组详列，
既涵盖程序又涵盖证据要求。 “案件从立
案开始即进入模式化的流程，公示、开庭、
宣判各个环节都按照程序展开， 运转流
畅，文书规范，审判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
厦门中院审监庭庭长林常红告诉记者。

人性化

让司法的阳光照亮阴暗的心灵

设立巡回法庭后， 服刑人员有问题
可以申请向法官咨询， 也可以用书面方
式提出意见， 法官都尽可能给予解答回
复，消除服刑人员的疑惑和不安心理。

“在法律的框架下注重严格执法和
人性化执法，用好减刑、假释法律手段矫
正罪犯心灵， 让他们以健康的人格回归
社会，减少重新犯罪。 ”林常红说。

“感谢法院，感谢法官，我一定会找
个工作，做一个守法的人。 ”因被减刑而
提前服完刑期出狱的官某激动地说。

这是今年春节前夕厦门中院为了让

减刑后服完余刑人员和假释人员能及时

与家人团聚，特地召开的集中宣判大会。
“我们实行减刑、假释案件集中宣判

制度，一方面是公开，让服刑人员看到减
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结果；另一方面就是
起到教育示范作用， 让其他服刑人员看
到表现好可以减刑、假释，激励他们更好
地投入改造。 ”林常红说。

为更好发挥减刑、 假释案件的导向
作用，厦门中院对每一批减刑、假释案件
都召开集中宣判大会。 每批新入监服刑
人员也参加宣判会旁听， 以此作为入监
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会上先由庭长点
评，对于已服完余刑的，鼓励其出监后做
守法公民，要自食其力、珍惜自己、关爱
家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宣判完毕由执
行机关当场开出释放证。

一些新犯表示， 刚接到判决时感到
刑期很漫长、生活没有希望，但是入监后
看到这么多减刑、假释实例，相信只要认
真改造自己也能得到减刑和假释， 有了
努力方向，增强了生活的信心。

厦门监狱狱政科科长张响根说：“在
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前举行这么正规的仪

式，有助于触动心灵、改邪归正。 ”
亲临集中宣判大会的厦门市政协委

员黄秀惠感慨道：“我感受到司法公正的
阳光照进了监狱里面， 这对犯人心灵修
复，尽快回归社会是非常好的。 ”

喜欢中国画、 写得一手好字的执
行法官陈文健， 有着上海男人特有的
气质和情怀， 说话有条不紊、 做事细
致入微、 烧饭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这位以儒雅著称的执行长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执行一线一干

就是 16 年， 是目前上海市执行案件
办案数量最多的法官 ， 其所办案件
中， 最大的执行标的额有 1 亿多元，
最小的仅为 125 元。 然而， 无论标的
额多少， 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 在陈
文健那里都迎刃而解。

要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

在陈文健的眼里， 只要有一颗永
不放弃的心， 无论多么困难的案件执

行都还是有机会的。
在一起拖欠工人工资的案件中，被

执行公司声称所有的资产都已经变卖，
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连工人们都
有些绝望了。陈文健却不信，专门前往被
执行人的仓库查看， 没有任何收获。 随
后，他又四处查看“蛛丝马迹”，突然发现
另一家公司的仓库里堆满了模具。

“会不会是暗度陈仓？” 果然， 经
过陈文健的一番盘问， 仓库门卫才道出
实情。 原来这批模具确实是被执行人公
司的财产， 为了逃避执行借用别人的仓
库堆放财产 。 案件的执行终于柳暗花
明， 陈文健将模具查封之后， 被执行人
为避免更大的损失， 马上将工人的欠薪
支付完毕。

“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拿到工资

了， 我只接到过陈法官的两个电话， 事
情就全部解决了 ， 一个是立案受理通
知， 一个是领钱通知。” 工人吴某感叹。

执行需要讲究谋略和专业知识

在执行局， 陈文健主要办理金融类
案件， 因为金融类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
性特点， 案件审理难度相对较大。 在他
看来， 执行工作不能光凭热情， 还要讲
究谋略和精湛的专业知识， 唯有如此才
能把各种疑难案件解决好， 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 被执
行人在全市法院涉案金额近 20 个亿 ，
而抵押的不动产如果直接拍卖不能全额

清偿债务， 公司的经营也早已停滞， 资

不抵债 ， 又没有其他财产可以执
行， 大笔国有银行债权因此面临变
成呆坏账的风险。

对此，陈文健并没有就案办案，
跳出了要么强制变现财产、 要么因
特殊情况暂无法变现而中止执行的

传统办案模式， 而是动员各方为公
司找个“出嫁”的“好婆家”，把债权、
债务“死结”给解活。经过多方努力，
广东一家著名企业看中了该公司现

有的经营渠道等部分优质资产，最
终法院将被执行人的债权、 债务打
包转让给广东某著名公司， 不仅盘
活了被执行人的资产， 银行的债务
也得到了保证。

“执行难，存在很多客观因素，
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我都
要千方百计将死结解活。”陈文健一
直对自己这样说。 他多次获得办案
能手、执行标兵和优秀法官的称号，
立过上海法院系统二等功和三等

功， 收到当事人的感谢信 60 余封。
16 年来， 陈文健办理了 8000 多起
案件， 执行到位金额近 35 个亿，平
均执结周期为 25 天。

绵密细致善解“死结”
———记浦东法院执行法官陈文健

本报记者 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 黄 丹

眼下正值花木销售旺季， 为提
高花农法律意识， 有效规避法律风
险，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法官主动
带案下访， 深入到花农中间办案，
全力为农民群众生产销售护航。 图
为 4 月 1 日， 杞县法院高阳法庭法
官来到辖区段岗村花农的花棚内，
就一起土地纠纷做调解工作。

李 冰 摄

赤峰中院开庭审理当事人不服治安处罚案
被诉公安局局长出庭应诉

本报讯 （记者 李生晨 杨文斌

通讯员 史燕龙 张彦博 ） 今年 3 月
初，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与市公安局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全市以
公安机关为主体的行政案件， 公安局长
必须出庭应诉。 3 月 29 日， 赤峰中院
公开开庭审理李某不服赤峰市巴林左旗

公安局治安处罚一案， 巴林左旗公安局
长张文凯亲自到庭应诉， 赤峰市公安局

还组织了全市公安系统 150 名派出所所
长、 教导员到庭旁听， 赤峰中院对整个
庭审过程进行了微博直播。

原告李某因阻碍农网改造施工， 被
巴林左旗公安局处以治安拘留 10 天的
处罚。 李某不服， 向巴林左旗法院提起

诉讼， 要求确认公安机关处罚违法并赔
偿自己 1800 元。 一审被驳回诉讼请求
后， 李某上诉至赤峰中院。 庭审历时两
个半小时， 最终李某当庭撤回上诉。 庭
审结束后， 在现场旁听庭审的赤峰市公
安局副局长牛芳泽说 ： “通过旁听庭
审， 使我们公安干警受到了深刻教育，
今后我们将会更加注重法律程序， 进一
步提升执法能力。”

近年来，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案例编报工作， 坚持编报具有推广意
义的典型案例指导司法实践。 为此， 海安法院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前来做专题辅导，
以提高该院法官的工作水平。 图为 3 月 27 日， 受邀前来的专家在海安法院案例编
报辅导讲座上讲课。 王 林 摄

丰城法院走访企业践行司法为民本报讯 为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 近日，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成
立了以院领导为组长、 业务庭室干警为
成员的 7 个走访小组， 分别对丰城市工
业园区和循环经济基地的 60 多家辖区
重点企业进行了集中走访， 以实际行动
拉近法院与群众的距离。

在走访中， 丰城法院法官们深入了

解企业发展情况及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和

困难， 认真调研法院作风建设情况， 并
发放了征求意见表， 就法院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中存在的 “四风” 问题， 主动收

集听取企业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工

作提出的意见建议， 同时还就如何发挥
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与各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交流， 最后大家还向部分企业提

出了司法建议 ， 帮助企业完善管理制
度。

走访后， 丰城市法院党组对走访企
业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进行收集归纳、
分析梳理， 专门进行研究并落实解决，
有力地促进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开展， 获得了社会一致好评。
（夏 燕 甘院华）

陴上接第一版

说起布鞋， 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
石玉波刚到上仓法庭工作没多久。 一
天， 他和书记员到一个当事人家里做
调解工作， 是征地的事儿， 当事人和
相关部门闹意见， 气儿很大。 石玉波
刚坐下， 没说上两句话， 当事人就没
好气地说： “你们啊都是穿皮鞋的，
不可能为我们穿布鞋的老百姓说理。”
石玉波当场把脚一伸： “你看， 咱们
一样， 我也是穿布鞋的。” 当事人被
他平易近人的神情逗乐了， 距离一下
子近了许多。

距离近了， 接下来的沟通自然也
就顺畅了。 去年 7 月， 村民刘大爷和
邻居林大嫂因为村头一小块承包地的

事起了摩擦， 话不投机， 矛盾升级。
林大嫂一怒之下， 把两家通往承包地
的小路用树枝堵上了。 村干部多次调
解未果， 刘大爷一气之下将林大嫂告
上法庭。 处理这类纠纷， 石玉波特别
有心得。 他赶在中午， 来到了纠纷现
场。

“林嫂啊 ， 乡里乡亲的这么住
着 ， 有啥事说不开呀 ？ 咱别感情用
事。 您看这样堵着路， 别说村里人没
法走， 就是您自己也没法走不是？ 还
是赶紧把路腾开吧！” 在石玉波的反
复劝导下 ， 说得林大嫂有些不好意
思， 但碍于脸面， 她还是冷冷地甩给
石玉波一句： “要腾你腾， 反正我不
腾。”

这本是林大嫂的一句气话， 没想
到石玉波就真腾起来。 大热天， 又正
是中午 ， 干了一会儿 ， 他就汗流浃
背。 林大嫂呢， 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
了， 也跟着一块儿拾掇起来。 石玉波
的一举一动， 刘大爷隔着门缝看了个
满眼， 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主动提
出撤诉。 一场纠纷就这么化解了。

百姓就是他的亲人

石玉波很少和家人谈案子的事，
但是纠结的时候， 他往往也情不自禁
地和爱人唠唠， 唠得最多的是赡养老
人的事。 这类案件最让石玉波牵挂和
痛心。

在一起赡养纠纷的调解中， 情绪
激动的老母亲站起来向石玉波哭诉儿

子不孝， 站在一边的儿子， 竟将老人
的椅子踢到一边， 老母亲落座时一个
趔趄摔倒在地。 石玉波看不下去了，
腾地站起来指着她儿子说： “你怎么
能这样对待你妈 ， 人都有老的那一
天，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最后儿子虽然答应给米、 给面、
给钱， 但是他嫌父母到处说他， 让他
背了不孝的骂名， 就把气全都撒在了
老人身上， 他把该赡养老人的米、 面
和钱竟然在大雪天直接送到法庭， 让
老人自己到法庭来取。 石玉波望着漫
天飞雪， 心想这样的天气， 年轻人出
门都有可能摔着胳膊腿儿的， 何况是
七八十岁的老人呢？ 于是石玉波顶风
冒雪及时将米、 面和钱送到了老人家
里。 老人紧紧拉着石玉波的手， 哽咽
地说： “你比我亲儿子还亲啊。”

每年的 7 月和 12 月， 都是法庭
赡养案件集中执行的日子。 每当看到
老人们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 拿着判
决书、 拿着医药单据找上门来， 那哀
怨无助的眼神， 让石玉波心如刀割。
有时候看到老人们的生活实在困难，
他就会掏出几百元钱递到老人手里，
像这样的事情， 他每年都会遇到两三
次。 每当回家和妻子说起这些事， 妻
子问他： “这钱是法庭出吗？” “法
庭哪有这笔钱啊？ 就当咱们多养个老
人吧。”

可是， 石玉波自己的老父亲住院
动手术， 他本来说好手术前要赶到医
院签字的， 但等他忙完手中的案子赶
到医院的时候， 老父亲已经做完手术
了。 为此， 弟弟一直对哥哥有意见。
直到石玉波去世后， 看到有那么多不
相识的老百姓站在亲属的队伍中来送

哥哥， 弟弟震撼了。
看到那么多的父老乡亲来给儿子送

行， 石玉波的老父亲说： “我儿子虽然
没怎么孝敬我们， 但他孝敬了天下更多
的父母！”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除了跟爱人说起赡养老人的事， 石

玉波唠叨最多的就是父母离婚孩子没人

要的事。 有一天回来， 他跟爱人说， 要
是孩子没人要， 咱就领养一个吧。 李艳
光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她说， 没人领养
咱们就养， 你只要不把咱家变成孤儿院
就行 。 石玉波没有领养成孩子 ， 他知
道， 孩子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血浓于水
的亲情。 所以， 遇到有孩子的夫妻离婚
的时候， 他都尽自己最大努力， 通过法
律途径，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但他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 2009
年， 他审理了一桩离婚案， 尽管他做了
大量工作， 但双方当事人还是吃了秤砣
铁了心要离婚， 这夫妻俩有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孩子倒没有人不要， 一人一
个。 当他拿着调解书去执行时， 两个孩
子死死地抱在一起， 呼天抢地地不愿意
离开。 那天， 石玉波哭了。 回家后， 他
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 “是不是我的工
作做得不够好 ？ 要是工作做得再细一
点， 这个家是不是就不会散呢？”

事情过去两年了， 他依然不能忘记
这件事 。 2011 年 ， 在天津政法系统
“十大优秀法官” 颁奖典礼上， 当主持
人问他处理什么案子最让他感到纠结

时， 他说了这个案子。 他知道， 两个孩
子今后不是缺父爱就是缺母爱。

石玉波牵挂别人的孩子， 却很少有
空关心自己的女儿。 女儿这么大了， 对
她的学习却很少过问， 一周难得和女儿
说几句话 。 在女儿的眼里爸爸总是很
忙 ， 女儿不理解他 ， 以为不是他亲生
的， 这让石玉波很是心痛。 在石玉波病
危的时候， 女儿妞妞被接来看爸爸， 妞
妞本以为爸爸是出远门了， 但是当见到
爸爸身上插满了网状的粗细不一的管子

时， 妞妞扑到病床前哭喊着： “爸爸，
妞妞来看你了……你不想妞妞吗……爸
爸,是你的妞妞在叫你， 你听见了吗？”

已经没有任何知觉的石玉波， 眼角
沁出了泪水。

这晶莹的泪水， 是石玉波最后的表
达， 是他短暂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不辞
而别的歉意。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石玉波去世后， 同事在整理他的遗
物时， 他们震撼了。 石玉波没有别的遗
物， 除了柜子里满满当当地塞着卷好的
当事人送的锦旗， 还有七本装订成册的
工作笔记， 那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当事人
的姓名、 联系方式、 案由、 审结情况、
执行情况 。 同事们含泪一页一页地打
开， 在翻到 2010 年那册封底时， 四行
遒劲有力的小字映入眼帘： “这是一段
历史， 这是一个法官的心路历程， 认真
地办好每一件案子，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工作笔记， 某种意义上和日记差不
多， 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东西。 面对即将
翻过的一年， 石玉波一定是发自心底的
感慨， 他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写的这段话
有一天会示人。 如果不是一个具有坚定
理想信念的人， 如果不是一个怀有对审
判事业无限热爱的人， 如果不是一个怀
着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的人， 会在一个
很私人化的工作笔记上写下这样一段如

此崇高的文字吗？ 这段话， 不正是一个
法官核心价值观的真实写照吗？ 石玉波
这种精神不正是时代所需要呼唤的吗？

石玉波走后， 还没有从失去爱人的
悲伤中走出来的李艳光一直有这样一个

想法， 如果有可能， 她要把石玉波的骨
灰撒到法庭所辖乡镇的每个村落。 因为
丈夫太爱这个地方了。 他活着的时候，
想着它， 恋着它； 他走了， 也同样想它
恋它。 他要化作春风， 化作细雨， 静静
地守望着这片他挚爱的土地。

乡村和谐的铺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