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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分割图 谱出和谐曲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刘敢德 罗自伟 文/图

6月3日下午，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沿
溪法庭法官一行来到七宝山乡井泉村石坳巡
回开庭，化解叔侄之间的房屋所有权纠纷。

2014年 2月，张明为翻建房屋需占用部
分堂厅，与侄子张小根就堂厅所有权产生了
矛盾。因张家祖上从未对房屋进行明确分
割，而张小根一家一直住在堂厅，所以双方都
不肯退让，导致发生纠纷。

5 月 14 日，张明将张小根诉至浏阳法
院。浏阳法院沿溪法庭受理后，考虑到该案
在当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争议焦点为房

屋的所有权，为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矛盾，决
定到矛盾发生地审理。

开庭现场，沿溪法庭的法官们一方面通过动
员村组干部和双方亲邻，给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
作，另一方面根据双方一致意见当场绘制出了堂
厅分割图，对堂厅进行了合理的分割。最终，双
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对堂厅各享有一半所
有权，并由原告补偿被告4800元。

更加透明公正高效

巴彦淖尔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启用

白河法院社区审理非法持有枪支案

5月26日下午，记者来到山西省阳泉市城区
人民法院采访。刚一见面，审委会专职委员王涛
就打开了话匣子，向记者说起了他们院官网、官
微及三大平台建设的事来：5个月来，他们的发
稿量、点击量、裁判文书上网量均居山西全省基
层法院之首，发稿量曾攀升到全国前十……

实用性强提供便捷查询

5月27日上午，在二楼过道，记者见到来法
院办事的阳泉市商业银行信贷科的张越，便与他
攀谈起来。据他说，由于工作关系，他链接了城
区法院官网，主要是看一些法律条文、打官司的
程序，这样“既省钱又省时，很便捷”。

赵爱平是阳泉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高级经济师，在城区法院当了 10年的人民陪审
员。对于热心法律工作的赵爱平来说，更是离不
开这个网，“除了看条文，还看裁判文书，这对
如何公正处理案子大有帮助。基本每天都看，因
为差不多每天都有陪审的案子”。

王慧芳是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的讲师，上
法律课。王慧芳对记者说：“城区法院网开通后，
我常浏览，主要是裁判文书，从中可看到案例，对
我带课有帮助，同时我也让学生上，对学法律的人
来说，上法院网无疑可吸收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信息量大引来社会关注

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阳泉城区法院网有 10
个大栏目，19个小栏目。既有法院的地址、交通图
示、联系方式、内设部门及职能机构信息，还有审委
会组成人员、审判人员、陪审员信息；既有三大公开
平台信息，也有诉讼指南；既有本院的审判动态、工
作动态，也有上级业务文件和《人民法院报》等文章
转载，更重要的是还有开庭、宣判公告，等等。

这些信息，法院内部人员关注，社会各界尤
其是当事人也关注，因为网上有他们需要的东
西。如三大平台中，不仅告诉群众公开的范围，
还告诉他们如何查询。比如诉讼指南，不仅告诉
群众如何打官司，还告诉缓、减、免诉讼费的程
序和条件，提示打官司存在的风险，真可以说是
无微不至。

“我这里这部电话，经常接些外地人的电
话，所咨询的事我都一律转到相关业务庭了。”负
责网站业务工作的小赵告诉记者。他所说的外地
包括本省的，也包括全国各地的。这部电话是和
官网同时开通的，都是2013年12月28日。“我们
在网上链接的官方微博也经常得到上级的点名表
扬”。负责这些工作的研究室负责人对记者说，他
们的微博在新浪、人民网和腾讯网都有阵地。如
此大的信息量，受到社会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普法的窗口 监督的平台

“阳泉的百度贴吧点击在全国排名第五、六名”，一位接受采访的当地群众告
诉记者：阳泉人喜欢上网。由于阳泉是有名的矿区，所以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人，虽然绝对人口不多，但当地的信息很可能传到全国各地。他们不仅有事到网
上查询，无事也喜欢浏览；不仅自己浏览，还要推荐给周围的人群上网。

赵爱平对记者说：“我经常对单位的人、邻居和亲友们推荐上法院网，一
方面让他们吸收一些法律常识，知道点法院的事情，一方面一旦有事走正常程
序和渠道来解决。”

“我们网站的点击量大，超出预料，这是好事，开辟了法院联系群众的一
块阵地，一方面起到了普法宣传的作用，一方面也畅通了社会对法院的监督渠
道，使我们的工作得到进一步改进，树立良好形象，提升公信力。”该院院长
张秋籽对记者说。

本报讯 “回去赶紧向四邻宣传一
下 ，家里有枪的要赶紧主动上交，不然
会判刑的。”“通过观看现场审判，不仅长
了见识，还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希望法
院以后能经常开展巡回审判。”6 月 3
日，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在茅坪镇枣树社区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
法持有枪支案，百余名群众前来旁听。

该案被告人叶某与老伴独居高山，
常年以务农为生，由于庄稼经常遭到野
猪破坏，叶某遂用土枪驱赶，后被人举

报，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查获土枪 4支，
黑火药1.03千克。考虑到该类案件在当
地山区有一定典型性，承办法官在庭前
征求了被告人的意见，被告人同意配合
法院巡回审判，并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
行为教育和警示广大群众。承办法官遂
安排了这次审判进社区活动，当地群众
亲身感受了法庭庭审的全过程，通过现
场观看审判程序，感觉到法律离自己很
近，表示一定要学法守法。

（张 涛 杨祥军）

本报讯 在全国学习焦裕禄之际，
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法官毕国强创作
的《清正廉洁焦裕禄》一书全新改版、重
装发行。

《清正廉洁焦裕禄》一书，是由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策划推出的宣传、学习弘
扬焦裕禄精神书系之一。这次由河南人
民出版社重装发行，是自2013年12月至

今的第四次出版印刷。
该书22万字，阐述了人格与党性的

关系及当前形势下党员干部怎样对照焦
裕禄找差距，怎样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
党员、好干部，以及弘扬焦裕禄精神对清
廉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生动的教
材。 （孙岩魁 代乔鹏）

图①：法官听取当事人意见，和村干部一起
疏导当事人思想。

图②：法官和村干部一起对争议房屋进行勘
查、测量。

图③：法官当场绘制堂厅分割图。
图④：当事人在调解书上签字。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
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淘宝网·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启动仪式”，内蒙古自治区首家
网络司法拍卖“门店”在淘宝网正式落
户。

启动仪式上，巴彦淖尔中院院长李
建平走进网络司法拍卖办公室，随着鼠
标在“淘宝网”司法拍卖栏上轻轻一点，
显示屏上立刻出现了“司法拍卖”的界
面，在“资产处置法院”栏目中“内蒙古巴
彦淖尔市中级法院”位置上再一点，巴彦
淖尔中院即将拍卖的一套位于北京市丰
台区某处住房的详细内容一下就出现在

了荧屏上，内容包括标的物处所、起拍
价、评估价、保证金、加价幅度和距开拍
日期等。

据介绍，开辟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是
对传统司法拍卖格局的改革和创新，是
对人民群众渴望司法拍卖能够更加透
明、公正、高效和能够最大化实现合法权
益的回应，是有效破解“执行难”、“难执
行”的务实之举。应邀参加启动仪式的
人大代表、律师代表对此给予了高度评
价。

据了解，巴彦淖尔中院还将开辟网
拍微信平台，让司法拍卖走进“微时
代”。 （张 贵）

山东省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
少年审判庭日前
邀请张店区祥瑞
园小学的同学们
走进法庭、感受
法律。
王 飞 摄

兰考法官著《清正廉洁焦裕禄》新版发行

6月5日，安徽
省淮北市中级人民
法院举行法院开放
日活动，邀请10名
省、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参观诉讼服
务中心、反腐倡廉
教育室、院史陈列
室，旁听一件民事
案件庭审，对庭审
质量进行点评并提
出意见和建议。

王俊永 摄

4 月初的一天，王阿姨带着家人
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她是一起诈骗
案的受害人，被人骗了个精光。骗子
胡某曾是她老伴的学生，也是他们儿
子的同学，而头脑灵活会赚钱的“好学

生”却对他们下手了。
二老对胡某颇为赏识，先后三次借

款共计140余万元给自称在做生意的胡
某。可近几年的胡某嗜赌成性，将借来
的巨款用于赌博挥霍一空。当王阿姨向
胡某催讨欠款时，方知胡某已在向其借
款前与妻子离婚，多套房产已不属于胡
某。为讨回欠款，王阿姨曾三次跪倒在
胡某面前，甚至还抱着幻想帮胡某找工
作，让胡某改邪归正，有了稳定工作和收
入后慢慢还，可换来的都是一场空。

二老将卖掉老房子的钱加上退休工
资所攒的钱在杭州买了房，准备投靠在
杭工作的女儿安享晚年。如今，付新房
尾款的钱打水漂，还得每月还高额的房
贷。真是晴天霹雳，王阿姨日夜茶饭不
思，老伴更是中了风。

案件刚到手，王阿姨就递来一份请求严
惩胡某及追回赃款的材料，还声泪俱下地说
道：“我们一辈子的钱，若拿不回来，我们两位

老人是没法活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拭
去眼泪又严厉地对我说：“你们不帮我追
回赃款或把他判轻了，我们绝不罢休。”一
番话，让我压力顿增，赶紧微笑着给王阿
姨递上一杯茶，并表示将尽力帮她挽回损
失，量刑方面也请她相信法院的公正。一
杯茶暂时缓解了王阿姨的情绪，也让她怀
着一份期待离开了办公室。

我与胡某的家属多次磨破嘴皮，换
来了不招待见的一句话——胡某“若不
坐牢，我们就想法赔钱”。王阿姨隔一
两天打一通电话或直接上门，每次都有
冗长的诉苦、抱怨、牢骚。我除了耐心
聆听，照例送上一杯茶，在她说累时，再
细细地跟她解释本案的难处。在她感
到绝望时，我更多的是充当心理医生的
角色，动之以情地加以劝导，然后一次
次目送她弱小的背影离去。

胡某最终获刑十多年，钱却一分没
要回来。我再三嘱咐王阿姨他们要往

好处想，并表达了自己无力的愧疚。
可没想到，王阿姨带着家人把

锦旗送来了。她老伴用颤抖的双手
拽着我：“我们感谢你，不仅是你们
作出了一个公正的裁决，还因为在
这过程中，你不遗余力地帮我们追
讨，又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不管工
作再忙，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疑
惑，也乐意倾听我们的哭诉，哪怕是
牢骚和埋怨，还一次次安慰我们，给
了我们坚强下去的力量。”

很多时候，案件的结果不是我
们内心期望的，仅有法官的身份不
可能直接获得尊重和信任，仅凭法
官的资格也不可能直接化解干
戈。除了尊重法律，我们更应该尊
重王阿姨这样的弱者。他们或许
看不到我们如何淹没于案卷之中，
但他们能看到我们对人对事的细
节：是否认真？是否真诚？

一杯热茶和一面锦旗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
法院助理审判员 钟兴华

本栏目电子信箱：yxfxjc@163.com 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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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面对郭太文的顾虑，张弦说：

“由于你们双方都在气头上，今天不
是协调处理的最佳时机，还需要先
冷静冷静。我决定半个月之后来回
访，给你们协调解决。请书记员把
我的承诺记入笔录。如果我不来，
法庭和法官的脸往哪儿搁？你当初
是相信法庭、相信法官才提起诉讼
的，现在请你再相信我一回，因为
这是一个法官的承诺！”

这时，郭太文的两个弟弟异口同
声地说：“哥，你就听张庭长一回！”
于是郭太文拿起笔，在撤诉申请书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张弦又对向友文的两个儿
子说：“心有多宽，地就有多大。你
们的父亲回来后，要做好他的思想工
作，不要再挑起纠纷。大家同寨共林
的，只有今生没有来世，要注意邻里
间的和睦相处。俗话说‘千年土地八
百主，只见土地不见主’，不要为这
点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结怨一辈
子。告诉他半个月之后，我会回到这
里来协调处理。一次处理不好我来两
次，两次处理不好我来三次。直到双
方服气为止！”一番肺腑之言，说得
向友文的两个儿子频频点头。

11 时 49 分，法官们踏上归程。
张弦刚回到法庭，副庭长左华兴就不
无自豪地告诉他：“今天早上，我们
在庭里又调解了两起离婚纠纷和一起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张弦听了，看了记者一眼，表情
平静地说：“好好好！”也许在他看
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据张弦介绍，为了解决案多人
少的问题，纳雍县法院出台了相关
规定，从多方面积极鼓励巡回审判
和调解结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
效的。“以阳长法庭今天 1 撤诉 3 调
解的战绩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了。”张弦说。

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个
故事：今年5月初，阳长镇政府为了
发展农产品交易，决定在辖区的小坝
子村征地建农贸市场，在施工时却受
到村民的阻挠，于是镇领导向张弦咨
询该怎么办。张弦告诉镇领导说镇政
府是不能强行征地建农贸市场的，他
建议由村民委员会牵头，组织村民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今后参与分
红，以保证村民失地以后的收入来
源，这样就可获得建农贸市场所需的
土地。他还建议召集村民代表对这一
方案进行投票表决。镇政府采纳了张
弦的建议，召集所涉两个村民组 67
个村民代表举行了民意听证议定会，
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宣传，让
村民代表们看到了发展前景，最终以
64 票赞成票通过了该方案。如今，
这一投资 3000 万元、惠及全镇百姓
的民生工程已经顺利开工，村民以承
包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近百亩。

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印
证了阳长法庭的民生观，也印证了法
官们对人民群众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