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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被抓个正着
贺丽丽 文/图

【陕西周至县法院】

表彰优秀人民调解员

勤奋苦读考上大学，为了一份爱
的承诺，放弃留在大连高校的好前程，
却从未有过后悔；考进法院当上法官
后，19 年坚守在偏远的乡村法庭，却
从未感觉厌倦；住着农村的简易平房，
吃着农家的粗茶淡饭，每天骑自行车
跑近 3 个小时的土路上下班，却不叫
苦不喊累……

这个 40 多岁，身材有点瘦，个头
不算高，长着一张黑红脸儿，内心充满
幸福感的人，就是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沙岭人民法庭
副庭长苗长阔。

幸福就是磨叽

在以盛产稻米出名的沙岭镇，苗
长阔创下年均调撤率 83.5%的高记
录，技巧只有一个：耐心听当事人磨
叽，愿意跟当事人磨叽。

这天早上刚上班，一个离婚诉讼
案件的小两口就气鼓鼓地来了，在苗
长阔的办公室里张口就吵。苗长阔没
有制止，他知道，很多老百姓都是带气
来的，这口气撒不出去，就不会听进去
法官的话。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坐在
那儿耐心让当事人把话讲完。等他们
吵完了，苗长阔也开始磨叽。举例子、
打比方释法明理，反复磨叽十遍、二十
遍，苗长阔从不腻烦，一定把理给老百
姓说透才安心。

苗长阔用磨叽解开了老百姓的心
结，暖和了老百姓的心窝儿。由他经
手的案子，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一件
缠诉的，执行到位率近100%。

幸福就是为民

古城镇水利管理站的收费员滕成
武佩服苗长阔，也了解苗长阔，因为每

年水电站都要立案，请法庭帮他们收
齐水费。

快十一点了，苗长阔才从法庭出发，
这时正好能赶上老百姓中午的饭时。有
些案件的当事人出外打工，年节才回来，
苗长阔就插这些空儿办案子。作为乡村
法官，苗长阔少有休息日。

“经常饿着肚子，有时在村里小卖
店买个面包喝口水对付一口，下午两
三点钟才回去。全镇几千户，当初只
有 20%自觉缴费，现在达到 80%，苗庭
长他们付出的辛苦太多了！”滕成武打
心眼里感动法官的努力和付出。

孩子患重感冒，高烧近 40 度，苗
长阔简单通知完校医扔下孩子就回到
法庭开庭。等开完庭，孩子已住进了
医院。面对妻子的责备和眼泪，他轻
轻地说：“当事人等我呢！”

虽然上班要骑1个多小时的自行

车，可苗长阔总是法庭里上班最早的
一个。从2008年到2012年，苗长阔审
结各类民事案件 2055 件，年均办案
414件，最多的一年结案达662件。

幸福就是知足

在位于大洼县张家村西头的小土
道旁边，有3间红尖顶的砖瓦房，这里
就是苗长阔的家。

房间里有几样简单的家具，朝阳
的卧室除了一台 29 英寸的老式电视
机，还有一台老式电脑。很多个静谧
的乡村之夜，苗长阔就在这台电脑前，
把判决书和调解书写好存到U盘里。

苗长阔从小家境贫寒，格外珍惜
法官这个职业。从结婚时一无所有，
到现在有了自己的房，有了点儿存
款，国家还给他那么多荣誉，苗长阔
打心眼儿里觉得知足、感恩。

这么多年，苗长阔没有一起违法
违纪的举报。盘山法院监察室主任
李洁铭说他自律性强，苗长阔却笑呵
呵地解释：“我胆儿小，不敢瞎办案”，
要不就是：“我脸皮薄，不愿意挨批
评”，唯独不提“廉洁”二字。他没觉得
这是廉洁，他只认为这是本分。

法官苗长阔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张之库 王伟宁 本报通讯员 孙 颖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本报讯 （记者 杨树明 姚晨奕 通讯员
胡佳佳 王 堃）“传承井冈山精神，就是要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守护好人民法官心
底的那一份纯净，公正廉洁高效地办好每一件案
件。”七一前夕，记者在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
院采访时，一名法官谈到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体会时如是表示。

为更好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井冈山法院依托井冈山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组
织全院干警缅怀革命先烈，瞻仰革命旧址，聆听
革命先烈的事迹，重温入党誓词，将红色资源转
换成红色基因，植入干警的血液里，筑牢干警的

“精神高地”。
青年法官承载着法院的明天。为培养一支政

治思想好、业务素质硬、综合能力强的青年法官
队伍，井冈山法院成立了青年法官学习促进会。
每逢周一晚上，青年法官学习促进会成员都会围
坐在一起，谈感受、说理想。有人说：“我希
望，年轻的一代们能多来听听革命先烈的故
事”；有人说：“父辈的旗帜让我们不忘本，催我
们永向前”。

继承光荣传统，弘扬奉献精神，在井冈山法
院体现在每名法官的行动中。赴景区开展学雷锋
活动、到圩场为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进校园
开展义务法制宣讲。五百里井冈，经常见到这么
一支队伍——“星火青年法官志愿者服务队”。
自 2011年成立以来，他们每年组织参加志愿者
公益活动 20 余次，学雷锋送温暖活动 70 余次，
累计参与志愿服务500多个小时。

5月29日，井冈山法院邀请井冈山毛泽东红
军学校的 30 名留守儿童，参加法院开放日活
动，让孩子们零距离了解法院工作。志愿者带着
孩子们观看了《爱心法官厉莉》、《乡村法官翟树
全》两部微电影，看到动情处孩子们默默地抹眼
泪。一个小女孩对志愿者说：“我长大了也想当
法官。”

“脚下多沾泥土，心中就会沉淀更多真情”。
今年5月以来，该院推行“一村一法官”工作机
制，安排58名法院干警进驻106个行政村开展调
解工作。驻村法官发挥普法宣传员、法律咨询服
务员、矛盾纠纷调解员作用，将矛盾纠纷及时化
解在萌芽状态。

“法官驻村办案在家门口说事，方便快捷，
能达到在法庭达不到的效果，避免了邻里之间对簿公堂而留下世代仇怨。一村
一法官是在为民办实事！”一起矛盾纠纷化解后，古城村村支书老袁如是说。

茨坪人民法庭位于井冈山茨坪中心景区，为给游客送去贴心的服务，他们
积极开展司法延伸活动，设立了旅游景区巡回法庭，畅通了景区纠纷快审快结
绿色通道，让人们来井冈山旅游更顺心、更安心。

“我们逛根雕店时，小孩玩的时候不小心碰坏了店家的展品，对方要我们
赔偿，怎么办？”“你先别着急，有话坐下来慢慢说。”茨坪法庭工作人员给他
递上一杯茶水。两小时后，小李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巡回法庭说：“感谢井冈山
法院的帮助，经过你们的调解，对方只让我们赔偿点维修费用了，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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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明会 通讯员
程晓杰 王党民）6月27日，陕西省周
至县人民法院召开“一村一法官、一村
一调解”工作推进会，对工作表现突出
的人民调解员进行表彰。

据悉，2012年该院在全县所有镇、
村和社区建立了法官工作站和调解工

作室，面向基层村组、社区公开选聘429
名热心调解工作的群众担任法院的委
托调解员，驻村就地化解矛盾、宣传法
律、反馈舆情。2013年至今，共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 3000余件，协助法院送达
法律文书500余人次，配合当地党委、政
府化解群体性纠纷40余起。

6月 27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组
织涉民生案件执行专项行动，成功执结一件陈年
旧案。

“我们是定海法院的干警，你是杨某吗？”杨某
和妻子听到声音，毫无防备地从收购站里面走出
来。杨某作为负责人的舟山市友长废旧物资回收
公司被法院判决支付赔偿款共计 9万余元，杨某
一直拒不履行。面对突然出现的法院干警，杨某
坚决抵赖自己的身份。

干警早有准备，让随行申请执行人做现场指
认，并当场拨打案卷中记载的杨某电话。随着电
话铃声的响起，杨某无可抵赖，但仍拒绝履行。在
安顿好杨某抱着的孩子后，干警将杨某带上警车。

随后，细心的执行法官发现院子里停着一辆
挂着外地牌照的小轿车，经查实后，遂向相关人员
送达了扣押车辆的执行裁定。杨某的儿子故意隐
匿车辆钥匙并拒不交出，干警果断采取措施将该

案外人强制带离。车辆最终被顺利扣押。
杨某在被带回法院后，通过执行法官耐心细

致地思想教育，最终与申请执行人达成了执行和
解协议。

该院对执行过程进行了微博直播报道，不少
网友围观点赞。

图①：到达现场，被执行人杨某毫无防备。
图②：杨某否认身份，坚称自己只是带着家人

来摘杨梅，跟回收站没啥关系，更与案子无关。
图③：核实身份后，杨某仍拒不履行，并抗拒

执行，被执行干警带离。
图④：执行干警当场送达查获车辆的扣押裁定。

本报讯 （记者 赵传杰 通讯
员 解 娟） 6月27日，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了部分在哈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工作。

视察组一行8人观摩哈尔滨中院
审理一起贩卖毒品案件的公开庭审，
参观哈尔滨中院从严管理图片展，并
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深入座

谈。
座谈会上，哈尔滨中院院长步延

胜向视察组做了工作汇报，全面介绍
了 2003 年以来从严管理的成功经验。
全国人大代表就加强法官教育培训、
解决执行难和基层法院人员短缺、职
级偏低、司法保障不足等问题，提出
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黑龙江哈尔滨中院】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视察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通讯员
倪新秀）自通过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制
度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上会案件较去年同期减少了四
分之一，而放权合议庭有效解决了“审者
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确保了司法公
正和高效。

银川中院在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改
革中，首先从审委会制度破冰动刀。今
年 5月 1日，该院出台新修订的《审判委
员会工作规则》，规定以往合议庭意见不

一致，拟发回重审的民商、行政案件，庭长、
分管副院长不同意合议庭决议的案件，以
及因违反法定程序拟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
等，不再上报审判委员会决定，而是尊重合
议庭的决议，由合议庭对案件负责，把好案

件质量关、结果关、责任关。
该规则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根

据审判工作需要设刑事审判专业委员
会和民商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在提交
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报方式上，改变

了以往纸质载体及口头表决的方式，
规定承办部门于会议召开二日前将案
件审理报告提交审委会网络系统，出
席审委会的所有委员都应当场在网络
系统内作出表决。审判委员会和专业
审判委员会实行业务通报制度，每季
度通报一次审委会研究案件、事项及
委员的出勤等工作情况。对审判委员
会、专业委员会改变合议庭定性、量刑
及实体处理意见的比例，要纳入庭室
和审判人员业务考核范围。

本报讯 “法官来到我们身边，以后
村镇里的矛盾纠纷就容易化解了，我们
作为村镇干部心里踏实不少……”6 月
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
驻桂平市大洋镇法官便民服务站挂牌成
立后，该镇的一名村委干部由衷地说。
法官便民服务站的成立是桂平法院开展

“微服务”活动，提升公众对法院工作满
意度的有力举措之一。

当天，桂平法院院长黄志军同服务站

（点）的法官们还与大洋镇党委、政府以及
村委干部们进行座谈，详细了解大洋镇矛
盾纠纷化解等情况，同时征求了改进法院
工作以及开展“微服务”活动提高社会公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桂平法院结合辖区实际，积

极开展“微服务”活动，通过向社会群体
发放《桂平市人民法院致全市群众朋友
的一封公开信》和司法便民联系卡，制
作固定式法制教育宣传板报、固定式宣
传标语、墙体油漆标语和跨街横幅，宣
传区域覆盖桂平城区和全市 26 个乡

镇，让群众从细微处了解法院的工作。
同时，该院还分别在全市 26 个乡镇的
群众工作中心和 56 个村建立法官服务
站和法官便民点，开展联系群众、走访
群众，指导人民调解，法律咨询，法制
宣传，协助群众工作中心调处矛盾纠纷
等工作，以点带面地把人民法院司法为
民、便民、惠民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抓
出成效。

（邓 敏 卢建军）

桂平“微服务”司法便民赢称赞

银川改进审委会工作制度
放权合议庭实现权责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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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晓敏 通讯员
于筱江 刘志强） 6月23日，天津市和
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
陈某起诉被告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案，被告天津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志强出庭应
诉。这是该院审理的首起厅局级行政首
长亲自出庭应诉的案件。

据悉，本案原告是蓟县渔阳镇郭庄

子村村民，在该村享有一处宅基地使用
权并建造了房屋地基。原告认为，被告
作出的《关于蓟县自来水第四水厂及配
套管网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代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所确立的立

项范围包括其所使用的集体土地，侵害
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诉请确认该批
复违法，并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庭审中，张志强详细陈述事实、认
真回答法庭询问，庭审事实调查环节非

常顺利。辩论阶段，张志强充分表达了
自己的意见。发改委主任亲自出庭，体
现了行政机关对法院工作的积极配合，
以及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高度重视。合议
庭对此给予高度肯定。

据了解，和平法院近年来始终坚持
推进并优化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不
断推动行政机关规范自身执法工作，积
极为行政诉讼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天津和平法院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本报讯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近日在百度贴吧开通了名为“衡水中
院执行局”的官方贴吧，这是衡水中院充
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系，拓展司法
宣传渠道的又一有力举措。

“衡水中院执行局吧”主要是公开执

行工作的最新动态、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及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和本省法院的重
大审判、执行信息、重要司法解释、重点

工作情况等信息。广大网民只要登录该
贴吧，不但能迅速了解执行工作的有关
信息，还能就法律知识等方面的问题进

行咨询，也可对法院工作发布评论，提出
意见，并及时得到官方的回复。

据了解，“衡水中院执行局吧”将不
断加强信息发布力度，努力提高贴吧关
注数量，更加充分地展示人民法院阳光
司法的良好形象。

（李书嘉 张 婧）

衡水开通百度贴吧促执行公开

为了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法院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6
月 27 日，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全院党员干警，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展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与精神风貌，表达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和愿望。仪式结束后，全体党员干警走上街头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向
党的93华诞献礼。活动中，全体党员干警表示，要时刻铭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光荣身份，立足本职工作，着力解决“六难三案”，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朱炳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