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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尖 上 的 普 法
———福建省尤溪县法院法官讲师团进村入乡释法见闻

本报记者 何晓慧 本报通讯员 李德林 陈俊伟

““法法行行基基层层””好好新新闻闻竞竞赛赛

“开讲啦！” 5 月上旬的这一天 ，
福建省尤溪县联合乡领头村村部， 不
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

的村民， 青年法官黄文兴被簇拥在人
群中。

黄文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 作
为尤溪县人民法院法官讲师团的成

员， 连续几场的法制讲座， 让他在村
民中积攒了很高的人气。 见他长相斯
文， 又常端坐在讲台上， 村民暗地里
送了他 “教授” 的名号。

“今天， 我给大家介绍个新鲜玩
意。 这就是我们法院刚刚开通的微博
微信。”

“啥稀罕物？” 人群中有人窃窃私
语。

“你们看， 只要在手机里下载安
装微信软件 ， 添加 ‘尤溪法院 ’ 公
众订阅号 ， 手指轻轻操作 ， 就能获

取法律知识、 司法资讯和执行动态。
比如诉讼费用怎么计算 、 立个案要
提供哪些材料等 ， 都可在指尖上轻
松完成……”

“黄教授， 这东西是年轻人玩的，
我们可折腾不来。” 未等黄文兴说完，
村民詹大明急嚷嚷。

“是啊， 手机用来打打电话就好。
还整这些， 眼睛都花啦。” 平日里就
喜欢 “抬杠” 的黄大妈也随声附和。
话音刚落， 一阵哄笑声传来。

黄文兴不急不躁， “现在生活都
好了 ， 家家户户有了智能手机和电
脑 。 如果不学学 ， 岂不成了摆设 ？”
“有了这个平台， 大伙要想看以往我
讲过的案例， 在家刷刷微博就行了。
将来万一有了纠纷 ， 只要通过微博
@ 尤溪法院， 就能第一时间在线咨
询法官， 真正实现互动 ‘零距离’。”

“有这么神奇吗？” 不少村民聚拢上
来， 拿着黄文兴的手机左瞧右看， 有好
奇的村民主动提出要黄文兴帮忙下载安

装软件。
天色将晚， 倚靠在大门口的养殖户

老赵想起一件事。 他拨开人群， 挥舞着
手机， 走到黄文兴跟前， “看看这张照
片， 是前些日子我在银行门口拍的。 你
瞧， 欠我钱的老吴正好在银行柜台办手
续， 看着像是在存款。”

原来， 早前老吴向老赵购买生猪，
后因经济周转困难一直未给付货款。 尽
管法院多方查询老吴的账户， 却苦于余
款已所剩无几， 执行陷入困顿。

“我还学了你刚教的方法， @ 尤溪
法院。” 老赵忙解释。

“别急， 我打个电话问下院里微博
管理员。”

就在黄文兴与老赵对话之时， 尤溪

法院微博管理员小曾收到了老赵的求

助。 他火速将执行线索告知承办法官。
通过 “点对点” 查控系统， 法官对老吴
的账户进行查询， 果不其然有余款， 于
是采取措施紧急冻结。

“你就等着领钱吧。” 放下电话， 黄
文兴释然， 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脸
愁容的老赵。

顷刻， 老赵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
脸上洋溢起笑容， “微博微信还真是管
用 。 等把这笔钱追回 ， 我就换部 ‘苹
果’， 功能更全乎。”

“到时， 老赵就成我们村的 ‘土豪’
啦。” 大伙笑成一片。

返 程 路 上 ， 黄 文 兴 告 诉 记 者 ：
“全媒体时代赋予普法工作新的机遇 。
点点鼠标 、 动动指尖 ， 让村民在阅读
中提升法律意识 ， 增强自我维权能
力。”

本报讯 （记者 张 娜） 5 月 11
日， 由中国商法学研究会、 最高人民法
院民二庭、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我的律师网” 协办的第三
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在北京举

行。
中国商法学会会长王保树、 最高人

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 中国政法大
学校长黄进、 国务院法制办工交商事法
制司司长张建华、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法规司司长姜天波、 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出席开幕式并

先后致词 。 论坛由中国商法学会副会
长、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经济法学院副
院长赵旭东主持。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资本制度改革与

公司法的司法适用， 共分为四个单元：
认缴资本制与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 认
缴资本制下的股权登记与司法强制措

施； 虚报资本、 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认
定与责任， 最低资本额的取消与公司法
人格否认； 验资程序存废与资本真实及
举证责任。 每个单元分为主题发言、 点
评、 简短发言和提问与自由评论四个部
分， 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精彩发言和激
烈讨论。

据介绍 ， 公司法的司法适用是商
法、 公司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密切关

注的课题。 今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
公司法， 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了重大
修改 ： 取消了法定的最低资本额要
求， 取消了法定的验资程序， 取消了
认缴资本的法定限制 ， 原先受限制
的、 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成为无限制
的、 彻底的认缴资本制。 本次公司资
本制度的重大变革是深入推进经济体

制改革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共同促成

的成果， 具有重要意义。
与之相对应的是， 当前公司资本

制度理论尚未形成成熟、 系统、 完善
的体系， 很多有关公司资本的重大、
基本问题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仍

未彻底解决， 所以， 新的公司资本制
度不仅为当前公司法学理论研究提供

了新的领域， 也为人民法院司法实践
设置了新的课题， 对公司法的司法适
用与裁判提出了新的挑战。

来自全国 20 余所高校的学者 ，
和来自 “两高”、 全国人大法工委等
法律实务单位的代表近 200 人参加论
坛。

据悉， 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
每两年举办一届， 已成功举办两届，
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高

度评价。 论坛已成为公司法研究领域
高水平、 高层次的峰会之一。

第三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在京举行

这是调研活动的第二天， 学员们
在这一天来到靖江法院下辖的最基层

的人民法庭， 实地参与司法案件的送
达，旁听一起案件的庭审，并与基层法
官一同进行调解。

在此前召开的座谈会上， 靖江法
院院长陈卫东介绍，近年来，该院受理
案件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年均以10%
以上的速度激增。与2008年相比，2013
年靖江法院案件受理数已经翻了一

番，达到13000余件。 为了充分满足社
会公众的司法需求， 靖江法院将全院
77名具备法官身份的干警全部推向了
审判一线，近200人的队伍，仅留下不
到20人在行政部门以维持运转。 面对
汹涌而来的案件压力，一线法官“周六
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人均
办案近300件，有10位法官年均办案数
超过400件，他们多数都来自最基层的
人民法庭。

尽管对办案一线案多人少的矛盾

早有了解，但如此情境，还是让团员们
感到吃惊。 去年靖江法院办案最多的
法官展飞， 一年审结了近800个案件。

当了解到在他办结的3751件案件中至今
无一投诉、改判、信访时，学员们对这位
扎根基层， 服务百姓， 用心传递公平正
义，默默守护一方安宁的“草根法官”敬
佩不已。

团员们此行还与生祠法庭法官一同

下乡送达开庭传票。由于被告家中无人，
法官多方联系未果后， 邀请村干部见证
进行了留置送达。回到法庭一算，这一次
就用去了一个半小时。如果满打满算，半
天能送达三次，除去开庭时间，法官只能
自觉加班，把制作裁判文书放在晚上。如
果有人问法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法官
把时间都用在了一次次的送达、 一个个

的庭审、一份份的裁判文书、一次次的
下乡普法中。

其实，在基层人民法庭，一般没有
大案、要案，多数都是些家长里短、鸡
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学员们深刻感受
到，案件越是繁杂琐碎，就越是应当坚
持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司法为民绝
不是机械空洞的政治口号， 只有对群
众怀有深厚的感情， 把人民群众当亲
人，用心感受他们的困难和疾苦，办案
时才能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 才能把
公平正义写到老百姓心里， 让老百姓
乐于接受司法裁判的结果， 树立司法
应有的尊严和权威。

“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根在基层·情系民生” 调研实践活动之靖江印象

朱 健 朱 科 钟彦君 左芳娇

图为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校科级班调研团在生祠法庭座谈。 鞠 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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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案件审理多用调解源于法庭
时期。 那时法庭人少啊， 很多案子需要
自己审、 自己执。 我就发现， 把调解工
作贯穿审理执行全过程 ， 这个方法好
用！” 姜霜菊说起上世纪 80 年代末赣榆
农村最为棘手的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
“女方要把嫁妆拉回去。 陪嫁时的杯子、
柜子甚至毛巾、 拖鞋， 一样也不能少。
如果你判决了， 判决书上错一个字、 漏
一个字， 比如挂衣橱写成书橱或者简单
的一个 ‘橱’ 字都不行， 将导致无法执
行。 被子还要标明里子面子各是男女哪
一方的， 否则又无法执行。 得了， 还是
先庭上调解、 执行中继续调解这样好，
执行时法官拿个本本坐在男方家门口，
女方往外抬嫁妆， 抬走一样划掉一样，
遇到争执， 现场调解见招拆招， 这个方
法最好使。”

把紧贴地气的调解理念与方法带到

法院民庭， 十年时间， 成就了 “姜霜菊
经手的案子基本调解结案” 这样一个上
世纪 90 年代还很鲜闻的 “神话”。 这时
期更多类型案件的审理， 让她着意于各
种调解方法的总结归纳： 如针对年龄大
或情绪偏激型当事人的类比分析法， 针
对婚姻家庭类案件当事人的亲情感化

法 ， 处理财产损害赔偿 、 农村承包合
同、 排除妨碍等案件的现场协商法等。

2000 年初 ， 调解渐渐成为法院化
解矛盾纠纷的主要工作方法。 在法官审
判业绩考评中， 姜霜菊这个名字迅速脱
颖而出： 调解率、 改判率、 息诉率， 几
乎所有数据在赣榆法院乃至全市法院名

列第一， 其年均近 600 件的办案数甚至
可以和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法院办案状

元们比肩。

法院的年轻法官们对时年 45 岁的
姜霜菊开玩笑地说， “奔五” 的姜大姐
终于 “火” 了！

挪近的位子走近的心

80 后王建对姜霜菊有一个特别的
称呼———“姜阿姨 ”。 2008 年初 ， 王建
驾车行驶时撞伤了一个老大爷 ， 巧的
是， 他的汽车保险刚好超了一天， 还没
来得及续缴， 所有赔偿费都得自己出。
开庭时， 憋了一肚子气的王建坐在离姜
霜菊最远的席位上。 法庭调解时， 他愤
怒地质问姜霜菊 ： “老大爷是农村户
口， 凭什么按城市标准赔偿？ 我车被扣
押了， 没钱赔！”

面对小伙子的咆哮公堂， 姜霜菊微
笑着耐心解释： “老人一直都在县城的
儿子家住， 你撞他的时候也在县城， 以
后养伤还在县城， 你说能不按城市户口
赔偿吗？ 这可是法律规定。 我看你呢，
先交押金把车赎出来， 还可以不耽误赚
钱。 这样消极对待， 损失的还不是你自
己？”

长辈般的诚心解释， 亲人般的设身
处地着想， 消融了王建心里的坚冰。 他
一点点从最远的座位挪到了离姜霜菊最

近的位子： “现在我不叫您法官， 我叫
您阿姨， 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最
终， 王建听从了姜霜菊的调解建议， 卖
车还钱。

可找车时， 王建又遇到了麻烦。 因
为车被扣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现在车在
哪儿。 姜霜菊托同事找朋友， 辗转帮王
建找到了汽车。 不少人问她： “这事你
这么上心， 小伙子是你家亲戚啊？” 姜
霜菊笑笑说： “你别管什么亲戚， 反正

他管我叫姨！”
多年一线办案的磨炼 ， 还让姜霜

菊练就了一身矛盾纠纷化解的硬本领。
2005 年担任赣榆法院民庭副庭长以来，
她承担了院里交办的一大批各类矛盾

激化 、 重大疑难案件 ： 有多年积案 ，
重审再审长达 20 余年的房产案、 全国
人大交办的一审二审信访案 、 拆迁
“钉子户” 案等， 几乎件件做到案结事
了。

有这样一起案件， 双方当事人都姓
李， 是自家亲兄弟。 两人因解放初期遗
留的家庭房产发生纠纷， 从 1984 年开
始诉讼， 起诉、 撤诉、 再起诉……一场
马拉松式的官司一晃过去 20 多年。 审
理过该案的多任法官都已经退休了， 连
诉争的房屋都被拆迁了， 这场纠纷也没
有画上句号。

姜霜菊接案后 ， 想到原 、 被告双
方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 ， 决
定着手进行调解 。 她很快发现 ， 因双
方诉争的房屋系上世纪 50 年代土地改
革时的房产 ， 现又拆迁 ， 原告的诉讼
请求证据明显较为薄弱。 抓住这一点，
她先后近十次主持调解工作 ， 积极引
导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程序并达

成了调解协议 ， 从而结束了这起缠诉
20 多年的纷争。

“知道双方调解协议签字时的心情
吗？ 我真是想大喊出来， 想出去大唱一
场、 大喝一场！” 说到这里， 她炯炯有
神的眼中闪现出泪光 。 其实姜霜菊后
来什么也没做 ， 只是打了个很激动的
电话给一直关注该案 、 年近八旬的老
院长 ， “老院长 ， 赔了一万五 ， 就把
他们要求至少 4 倍这个数才能调解的案
子解决啦！”

“她，就是能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

本报贺州 5 月 14 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黄琴芳）今天，广西壮
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龚大华、赵和平、凌勇、赵俊阳、李
延军、 李延高 6 名被告人涉嫌污染环境
罪以及赵俊阳涉嫌行贿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2 年 9 月， 被告
人赵和平在赵俊阳的帮助下承租了贺州

市汇威综合选矿厂。随后，由龚大华出资
240 万元、赵和平出资 40 万元、凌勇以
技术入股，重新搭建新的厂棚，非法建设
了一条铟、铅生产线，并在该生产线的尾
水池壁下面设计安装了一条暗管， 以将
生产铟、 铅产生的废水偷排到厂棚旁的
小水沟。 该选矿厂运行后，龚大华、赵和
平、凌勇、赵俊阳对生产管理、原料采购
等进行了明确分工，还雇请了李延军、李
延高负责萃取操作等具体工作。

2013年 4月， 赵和平购买了 430吨
的烟尘灰及化学添加剂等原材料，至 7月
初生产出铅泥 40 余吨、 半成品海绵铟

100余公升。 在生产过程中，龚大华、赵和
平、 凌勇等人将购买回来用于生产铟、铅
的烟尘灰等含镉、铊等物质的原料进行露
天堆放，没有采取任何防污措施，致使含
高浓度镉、铊物质的原料经雨水冲刷流到
厂棚旁的地下小溶洞内； 而日常生产铟、
铅产生的废水则直接通过暗管排放到该

厂旁边的小水沟；龚大华还指使被告人李
延军、李延高等人在清理酸雾塔、废水池
等产生的废水、废渣等直接排到厂棚旁的
石缝里。上述三个地点排放的废水汇集到
该厂棚旁的一个大溶洞里后，经马尾河流
入贺江， 最终导致贺江水污染事件发生，
造成经济损失 1560万元， 并严重威胁了
贺江下游群众的饮水安全。

在该事件中， 赵俊阳从赵和平手
中领取 10 万余元用于帮助汇威综合
选矿厂协调环保、安监等部门的关系，
向原贺州市环境保护局的相关人员送

礼，获取排污许可证。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龚大华、赵

和平、凌勇、赵俊阳、李延军、李延高违
反国家规定，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
环境，后果特别严重，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被告人赵俊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应当以行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俊阳一
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案件将择期公开宣判。

贺江水污染事件系列案

六名被告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