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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大同人民法庭启动 “绿色通道”， 通过让渡
工资债权的形式， 解决一起因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拖欠工人工资案件。 5 月 8 日上
午， 大同法庭向 173 名外地企业工人发放被拖欠的工资。 余建华 丁 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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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开进村
本报记者 汪 放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夏 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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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重庆市江津区塘
河镇石龙门村的村民旁听了一

场别样的庭审———江津区人民

法院开设的车载法庭在此开庭

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庭审吸引了数百名村民前

来旁听。随着法槌敲响，现场一
片肃静，电子公告牌、同步庭审

录音录像等各种科技设备同时启

动。
图①： 现场吸引了很多村民

前来旁听。
图②： 原告和代理人。
图③： 被告代理人在辩护。
图④： 法庭上， 科技化随处

可见。

④④

这次江苏靖江之行， 我们跟着陈
燕萍法官一同去执行，“撞上” 了长在
两户邻居院墙之间的一棵老树。 属于
东邻的老树影响了西邻的采光并带来

许多不便，两家矛盾长期不断。诉至法
院后，判决东邻限期消除影响，否则就
要移除老树。西邻表示因树生怨，必须
砍树。东邻则坚决不同意，并在树上插
了国旗，示意抗争到底。

一同前去的陈燕萍和执行法官查

看现场之后，认为如果强行砍树，虽然
案件可以很快就会执结， 但是砍树之
时， 也将是两家矛盾尖锐爆发之际，
如果就此结下世代仇怨， 也不利于社
会稳定。 仔细分析发现， 两家主要是
因为沟通不畅 ， 长期积累了许多矛
盾， 拿这棵树说事儿。 法官们希望通
过进一步的努力， 让东邻多采取一点
防护措施，或者给予适当的补偿，达成
执行和解。

陈燕萍虽然没有执行任务， 但她
还是主动走到西邻家里， 先从邻里之
情说起，又深入分析砍树的利弊得失，

进一步引导，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
一腔真情，苦口婆心。 谈话中了解到，这
里不久很可能就会因为一个大型工程面

临拆迁，陈燕萍及时抓住这一情况，顺势
引导：如果不久拆迁了，两家都要搬家，
可能再也做不成邻居了， 现在何必为了
眼前一时之气，造成两家长久的仇恨？虽
然西邻还是难以接受结果， 但是明显感
觉到其强硬的态度在缓和。 对于法官为
自家小事，远道跑到乡下，如此耐心细致
做工作，还是十分感谢。

由于积怨过深， 西邻也不可能马上
同意执行和解。说着话，不知不觉天色已
晚，大家商量决定，树先不急于砍，再找
和解突破点。回去的路上，陈燕萍又和大
家深入讨论该案执行和解的各种可能和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全程下来， 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站

在他们中间边拉家常边做调解工作边拍

打蚊子的瘦小女法官就是全国模范法

官、靖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燕萍。这次
下乡执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简单得不
能再简单，但也正是这样的家长里短、鸡

毛蒜皮， 填满了基层法官平凡而又充实
的生活， 也塑造出了全国模范法官陈燕
萍。

基层法官面对的那些案件， 就像老

树上向各方蔓延的枝杈， 如若锯断
了事， 来年可能同样位置还要发出
新芽；不如用规矩把它们规整起来，
朝着健康美观的方向新生。

办案为民 如树新生
———“根在基层·情系民生” 调研实践活动之靖江团侧记

谷峻杰 徐 超 孙德昌 傅永刚

法官敲响拍卖槌 买家省时又省钱
———河北高院网络司法拍卖见闻

本报记者 丁力辛

““法法行行基基层层””好好新新闻闻竞竞赛赛

提起拍卖， 人们自然会想到拍卖
公司和拍卖师， 因为拍卖都是由拍卖
公司承办、由拍卖师掌槌，即便是法院
的司法拍卖也不例外。可是，“例外”还
是出现了。

5月13日上午10点，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将举办网络司法拍卖。 与以往
不同的是， 此次拍卖掌槌的不是拍卖
师，而是法官。 据悉，这不仅在河北法
院司法拍卖史上， 即便在全国法院司
法拍卖史上也属罕见。

司法拍卖为什么变拍卖师掌槌为

法官掌槌？ 法官掌槌如何去保证司法
拍卖的公平与公正？ 记者决定到拍卖
会现场去寻找答案。

5月13日上午9点20分， 记者来到
设在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服务大厅的

网络司法拍卖会现场， 大厅内的大型
电子显示屏上的两行大字映入记者眼

帘：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会。

记者见缝插针， 在拍卖会开始前
采访了本次拍卖会的主持人———河北

高院司法技术辅助室主任徐丽英，她
回答了记者所关心的问题。

“我院从去年9月开始推行网络司
法拍卖， 即在互联网上采用电子竞价
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竞价过程是在网
上自动运行，而不是靠人来操作，所以
委托拍卖师就没有必要了。 鉴于这种
情况，我院进行了探索，由法官主持拍
卖。 我今天的主持主要是在竞价开始
前公布竞价须知、介绍拍卖标的物、公
布竞价结果。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只向
承办方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缴纳一定

佣金就行了， 这样可以为买受人节省
50%的佣金。 ”

“司法拍卖能否做到公平、 公正，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持人， 而是拍卖
机制。 为了确保司法拍卖公平、公正，
我院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一是该公
开的必须全面公开。 不仅要在新闻媒
体上及时发布拍卖公告， 还对拍卖标
的物广泛进行展示、宣传和招商，杜绝
暗箱操作。二是该保密的要绝对保密。
我院与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省产权

交易中心签订的协议书特别规定，该
中心对竞买人身份负有保密义务，承
担保密法律责任。为此，省产权交易中
心建立了项目经理负责制， 竞买人身

份只能由项目经理一人掌握， 不能向包
括法院工作人员在内的任何人泄露。 今
天有多少竞买人参加竞价，他们是谁，我
现在一概不知。 这样做的目的是预防不
正当竞争，确保司法拍卖公平、公正。 ”

9点50分，身着整齐审判制服的徐丽
英走上了主持人席。

“大家注意了 ，10点钟拍卖正式开
始，我现在宣读《竞买须知》。 ”徐丽英宣
读《竞买须知》后，电子屏幕上显示出此
次拍卖的第一个标的物———石家庄市赵

陵铺大街58号6-1-101房产的概况，拍
卖起始价为1822680元。

10点整，竞价开始，电子屏幕开始显
示实时竞价情况。竞价开始后不到7分钟

时间，竞价系统自动显示“已结束”，一位
竞买人报出了最高价。

“我宣布，石家庄市赵陵铺大街58号
6-1-101房产由账号为SM75565074的
竞买人以1852680元的价格竞买成功。 ”
徐丽英宣布这一结果后随即敲响了拍卖

槌。
第一个拍卖标的物成交后， 徐丽英

宣布拍卖会暂停，记者上前问个究竟。徐
丽英告诉记者， 第二个拍卖标的物的公
告拍卖时间为11点，如果提前拍卖，有的
竞买人有可能还没有上线， 这样就会使
部分竞买人丧失竞价机会， 所以不到公
告的拍卖时间不能拍卖。

11点整， 第二个标的物———石家庄

市赵陵铺大街58号6-1-201房产开始拍
卖，短短5分钟拍卖就成交了。至此，河北
高院此次拍卖的两个标的物全部成交。

拍卖结束后记者方知， 在拍卖现场
观摩席上就座的既有河北高院和河北省

产权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 还有前来观
摩的来自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法院的
干警，还有案件申请执行人。记者随机进
行了采访。

申请执行人尚某说：“对方欠我100
多万元好几年了，今天我看到了希望。 ”

邯郸市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室副

主任贾丽霞说：“我是来观摩的。 通过观
摩， 我了解了网络司法拍卖的运行方式
及程序，很受启发。 按照省高院的要求，
我院也将尽快推行网络司法拍卖。 ”

图为河北高院司法技术辅助室主任

徐丽英正在主持网络司法拍卖。
丁力辛 摄

图为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校科级班调研团就执行问题进行座谈。
鞠 凯 摄

本报讯 近日， 湖北省荆门市市委
书记万勇就全市法院工作作出批示，充
分肯定了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过去一

年里对全市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重要
贡献。据悉，近年来，荆门市委、市政府采
取有力措施， 支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及时解决法院人、财、物等方面的
问题和困难，有力推动了全市法院审判、
执行等各项工作。

2012 年以来，荆门市委、市政府积
极支持市中院改革干部任用机制， 积极
支持法院增选人民陪审员， 全市有 5 个
基层法院完成了人民陪审员 “倍增计
划”。

同时，荆门市委、市政府加大投入，
改善基础设施， 大力支持全市两级法院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法院的项目申报、

资金配套上“开绿灯”，着力改善审判
和办公条件 。 在市政府的直接支持
下，市中院投资 650 万元完成了局域
网 、广域网建设 ，新审判大楼即将竣
工。 加强示范人民法庭建设，重点建
设了 5 个示范人民法庭。 全市两级财
政部门累计拨付资金 1100 万余元用
于示范人民法庭建设，着力支持法庭
信息化建设 ，建设数字化法庭 ，推动
科技强审。

另外，荆门市委、市政府还积极支
持法院依法、公正办案。荆门市委明确
要求全市各级党委、 政府不得出于地
方和部门利益就个案审判向法院施加

压力， 不得组织法院参加行政执法、
行风评议等活动， 不得要求法院从事
招商引资活动。 （王义进）

荆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法院工作

日前， 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将审判台设在村间地头， 把庭
审时间定在傍晚农闲， 于傍晚时分在德善乡安乐村村委会开庭审理了哈尔滨银行
诉齐某等 5 户农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经过法官多番调解， 原、 被告之间终于达
成调解协议。 图为该院法官正在挑灯工作。

赵传杰 宋 研 杨 光 摄

本报讯 近日，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区人民法院创新工作思路， 在一起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中首次启用了结对帮扶机

制。
该院少年庭在给犯寻衅滋事罪的17

岁未成年被告人周某送达起诉书副本

时， 了解到周某无业在家， 父母又忙于
生计无暇照顾 ， 无法尽到保证人的职
责。 为加强对周某的关怀和教育， 防止
其闲散在家再生事端， 在征求周某的意
愿后， 经多方考察和联系， 该院最终确
定当地一家理发店作为周某在宣告判决

以前的帮扶单位， 与周某签订了结对帮
扶协议。 理发店店主作为帮扶责任人，
对未成年被告人周某实行 “一对一” 结
对帮扶 ， 培训理发技能 ， 进行日常考
核， 并及时反馈其表现情况， 作为法院

量刑的参考。
今年以来， 针对司法实践中对可能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被告人取保候

审后， 保证人往往流于形式， “保而不
管”， 导致未成年被告人在案件受理后
至判决前这一期间存在无人管 、 无事
做、 无人帮的 “三无” 监管空白， 极易
因监管失控导致重新犯罪的情况。 江都
法院发挥少年审判延伸职能， 完善保证
方式， 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帮教， 充
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取保候审适用中的作

用， 拟选了一批爱心企业作为与未成年
被告人签订结对帮扶协议的爱心单位，
实行 “一帮一” 的帮教、 监管， 既让未
成年被告人有人帮、 有人管， 又让其有
事干。 （张忠富 傅银华）

扬州江都爱心企业结对帮扶失足少年

陴上接第一版

《法润花季》 主要定位于涉未成年
人法律纠纷的司法指导， 旨在增强未成
年人及其监护人的法律意识， 引导他们
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同时， 该份
读物亦是一本普法读本， 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说法理， 并配以生动活泼的漫画
插图， 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让
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 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者在轻松地阅读过程中理解法律、 遵
守法律、 运用法律， 营造普法教育从小
抓起的良好氛围。 据该庭副庭长费鸣介
绍， 下一期刊物内容定位于校园伤害案
件的法律适用， 从而为学校、 学生及家
长提供实用指导。

一节微课堂：
体验式教学创法制教育新形式

上海二中院少年庭与上海市南湖职

业学校举行了 《关于在南湖职校建立青
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基地合作协议》 签约
仪式。针对该校生源多样性、部分学生的
行为出现偏差的现状， 该庭积极进校开
展面向师生及家长的各种形式的 “法制
微课堂”活动，以集中授课、主题班会或
体验式教学为主，讲座内容生动有趣，深
受学生们的欢迎，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不
仅如此，该庭还在该校图书馆开辟“法律
读书角”，赠送了法条类、案例类、知识类
等法律书籍刊物， 为广大师生搭建起法
律学习平台。

上海二中院院长王信芳在该院工作

报告中提到，要充分利用法院互联网站、
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等渠道， 及时公布
法院工作信息，提高工作透明度。少年审
判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前沿阵地， 只有
充分利用自媒体等应用拓宽法制宣传途

径， 才能使青少年法制教育更具实效性
和针对性。

“微”行动体现“大”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