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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 日清晨，地处皖南山区的
安徽省石台县七都镇，天亮得格外早。

不久前被评为全国法院人民法庭
工作先进集体的石台县人民法院七都
人民法庭，坐落在乡村公路旁。七都
法庭有5名工作人员，辖区345平方公
里，是石台法院辖区自然条件最差、距
县城较远的基层法庭。

6时，简单的洗漱后，七都法庭庭
长陈建业像往常一样出门晨跑，为一
天忙碌紧张的工作积蓄能量。

6 时45 分，庭里的同志在打扫卫
生，陈建业叫上书记员桂攀东一同来
到七都村被执行人桂某家，执行一起
交通肇事赔偿案。该案还有 5.9万元
没有执行到位，这样早去执行，怕的是
被执行人下田种地不在家。

刚到被执行人家门口，只见桂某

拿着锄头要出门。看到陈庭长来了，
桂某主动表示，月底前送 1 万元到法
庭，余款分期偿还。

7 时52 分，陈建业召集庭里的同
志，简明扼要部署了一下当天的工作：
今天是六都村民事接待点接待当事人
的时间，陈建业与桂攀东到民事接待
点去，庭里事务由苏美玲负责；下午还
有一件赡养案件要审理。

8时，陈建业与桂攀东一同乘车
出发前往10公里外的民事接待点。

为适应山区民事审判工作特
点，方便群众诉讼，从1985年起，石
台县法院在没有设立人民法庭的乡
镇、偏远山村实行民事接待日制
度，由审判人员每月定时到乡镇接
待群众来访，调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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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公款送月饼等“四
风”问题举报窗

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法官多跑腿 群众少诉累
——江苏南通通州区法院“四到村居”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朱 旻 本报通讯员 顾建兵 金永南

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批示要求

加强和改进人民法庭工作

鲁甸法院干警全力抢运赈灾物资
本报记者 茶 莹 本报通讯员 姜光鑫 段琼梅/文 本报通讯员 李姜谷/图

关注鲁甸地震

听说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开展“四到村居”工作模式有两年多
了，已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便民、爱
民、护民司法服务品牌，记者决定前往
一探究竟。

7 月 31 日清晨 8 时 45 分，蝉鸣声
声，骄阳似火。记者跟随通州区人民法
院张芝山人民法庭法官孙进驱车近 20
公里来到正场村村委会。

村委会会议室摆放的几张桌子成为
简易审判台，周围准备了足够的凳子供
村民旁听时坐，村干部还从别处搬来三
台大功率电风扇。

走进会议室后，孙进立刻爬上桌子
在墙上钉一枚铁钉，娴熟地挂上国徽，
然后和驾驶员一起拉上“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大红横幅，书记
员李金萍则麻利地依次摆好“审判
员”、“书记员”、“原告”、“被告”、“诉
讼代理人”小牌，5分钟不到，简易法
庭布置完毕。

当天开庭的是一起比较复杂的老年
人离婚案件，当事人分别为 76岁和 77
岁，考虑到被告身患基底细胞癌，右小
腿肌肉萎缩，行走不便，法庭在立案时
就决定把该案放到老人所在村的村委会
开庭审理。由于原、被告此前已多次为
家庭财产打骂吵闹，搅得四邻不安，得
知该案在村委会审理的消息后，乡亲们
都赶来旁听。不但会议室座无虚席，就
连窗边也挤满了人。

9时整，在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
事人身份、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后，庭

审正式开始。
原告吴某某与前妻生有一子二

女，1975 年前妻去世后，认识了大他
一岁的被告吴某。1976 年两人结婚，
后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还算不
错。矛盾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吴某某
继承祖传的 4 间平房面临拆迁，欲分
给与前妻所生的 3 个子女，妻子吴某
自然一肚子意见。

法庭上，吴某大倒苦水，1995 年丈
夫出车祸腿部严重骨折，是她精心服侍
才让丈夫重新站了起来。如今她自己身
患重病，丈夫居然要求离婚太没良心。
而吴某某则指责妻子对他与前妻的3个
子女不管不顾，对公婆不尽赡养义务，现
在又对他处分继承的祖屋横加阻拦，两
人已为此吵闹数年。 ⇨⇨下转第二版

讲述人：南通市高新区正场村党支
部副书记 周章涛

今天我旁听了我村这起老年人离婚
案件的庭审过程，并参与了调解工作，
亲身感受到法官工作的不易。近几年
来，我村矛盾纠纷逐年增多，也有数起
纠纷成讼，村里处理不下来，当事人就
闹上了法庭，法官每次都坚持到村居来
调查、审理。我认为，法官到村里来开
庭至少有四个好处，一是方便了群众诉

讼，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官司，法官
的“多跑腿”换来了群众的“少诉
累”。二是强化了基层法制宣传工作。
每一次的开庭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法制教
育课堂，村民旁听庭审，法官以案说
法，让村民亲身感受到法治的氛围。三
是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村民旁
听庭审，发表意见，有利于法官查清案
件事实，形成纠纷化解的合力。四是提
升了基层处理纠纷的能力。以往，我们
村居干部调解纠纷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
是对法律规定吃不准，现在法官到村里
来处理纠纷，指导我们调处矛盾，可以
说是为我们指了路、壮了胆。

第一现场第一现场

7月31日，通州区法院在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场村村委会对一起古稀老人离婚案件进行巡回审理。 朱 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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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到村里开庭有四个好处

本报讯 （记者 袁有玮）第三次
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
院长座谈会召开后，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专题进行了传达
学习，并向省委报告了会议精神及贯
彻意见。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骆惠宁近日批示，要求全省法

院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
人民法庭工作，为推进法治青海、
平安青海建设作出新贡献。

青海高院院长董开军强调要认真
贯彻省委要求，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建
设，抓紧制定加强全省人民法庭工作
的意见，省高院要积极督促落实全省

人民法庭法官的职级待遇；扩大人民
陪审员的选任范围和数量；加强人民
法庭诉讼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
元化司法需求。青海高院已召开全省
中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传达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全省人民法
庭工作各项任务。

为民服务“全天候”
——安徽石台法院七都法庭一日见闻

本报记者 李忠好 本报通讯员 唐金法 王俊军

图为巡回
审判在生病当
事人的床前进
行。
唐金法
王俊军 摄

8月10日晚，云南鲁甸地震重灾区
龙头山镇下了一夜大雨，多处塌方导致
原本已经抢通的部分救灾干道再次被阻
断。

为保证及时将赈灾物资转运到目的
地，11日清晨5时，鲁甸县人民法院院长
刘易青带领41名干警和部分群众，通过
步行和摩托车两头接送等方式，赶往 15
公里外的救灾物资保管处。大家迅速办
完手续，急忙领取物资并通过摩托车和
人力搬运等方式将物资送至7公里外的
翠屏村，再用小型货车运至新民村。

14 名干警绕道至新民村的路途
中，遇到运送 30 多吨物资的车辆卡在
路上不能动弹，其他车辆排成长龙停在
路上。大家立即开展救援，经过1个多
小时人力简单抢铺路面、推车等方式，
被卡的车辆终于开出坑塘，继续前进。

截至 11日 10时，鲁甸法院救灾干
警带领群众转运的首批 120 张折叠床、
50顶帐篷和900余斤大米顺利运达新民
村，并于 11时 30分前全部分发给了 26
个村民小组的受灾群众，及时解决了他
们的吃住问题。

图①：鲁甸法院干警合力推动被卡车辆。
图②：运送物资的队伍迅速通过塌方处。
图③：鲁甸法院干警为群众分发折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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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维生 通讯
员 魏志雄） 8月 8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
了一起涉暴恐案件，25 名被告人分别
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
恐怖组织罪，窝藏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
刑及有期徒刑三年至十五年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艾麦
提·依明、麦麦提·如则、阿迪力·
如则、买买提依明·阿不都克里木、
阿依图尔荪·艾提组织成立非法宗教
组织“加玛艾提”，发展组织成员，多

次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向多人宣
扬、散布、传播迁徙、“圣战”等宗
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其中被告
人艾麦提·依明、麦麦提·如则被
推举为“加玛艾提”组织首领，并
购买大刀、制造爆炸物品，与他人

多次策划用砍刀、汽油等袭击辖区
连队警务室、治安检查站及巡逻警
察，伺机抢夺武器、刺杀乡镇干部
等恐怖活动，并纠集他人进行暴恐
体能训练，为“圣战”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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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一师中院一审公审一起涉暴恐案件
25名被告人被判刑

本报福州8月11日电 （记者
何晓慧 通讯员 周瑞壬）在今天召
开的福建省第三次全省人民法庭工作
会议、全省中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全
省法院深化司法品牌建设推进会上，
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增添强
调，全省法院要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为契机，不断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
为服务改革发展大局、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加有
力的司法保障。

苏增添强调，推进法治福建建
设，人民法院地位突出、责任重大、
作用关键。全省法院要立足福建特殊
区位和发展特色优势，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依法保障经济社
会发展；要全面推进新一轮平安创建
活动，严厉打击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
的违法犯罪，确保人民安居乐业；要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带头敬畏

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增强坚
守法治的定力、厉行法治的意志，坚
守法治信仰，强化依法办事理念，自
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守护者。

苏增添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全省各级法院
要增强司法改革的政治责任感、历史
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探
索创新，勇于先行先试，努力打造更
多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福建样
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强对福
建省试点地区法院改革探索的指导推
动，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勇于实
践、大胆创新，帮助协调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努力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和制度。

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对下一阶段
全省法院工作特别是加强人民法庭工
作、深化司法品牌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福建省委政法委书记苏增添强调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保障法治福建建设

本报郑州8月11日电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王福蕾）今天，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人民法庭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传达贯彻第三次
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人民法庭
工作。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
满仓强调，人民法庭直接面向农村、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法官要善于做
群众工作，心贴心地解决群众的困难
和问题，并且要做好便民服务工作，
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需求。

刘满仓要求，要认真研究新形势
下基层群众需求的新特点和新规律，
不断创新机制、创新方法，适应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准确把握社情民
意，了解农村的风俗习惯，熟悉基层
的乡规民约，善于运用群众公认的

“道理”处理案件，努力实现“法理
情统一”的公平正义。要提高群众工
作能力，学会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

去解释法理，学会用群众易于接受的
方式去化解矛盾，学会正确适用法律
和兼顾公序良俗去解决实际问题。

刘满仓强调，要坚持“三个面
向”和“两便”原则，把贴近群众、
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作为人民法庭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
便民利民措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
元化的司法需求。要优化人民法庭布
局，健全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网络，
尽可能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误一份
工，尽早让当事人从纠纷的烦恼中解
脱出来。要学会利用网络等媒体服务
群众，推行网上立案、远程立案、网
上办案等，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
少受累。总之，要通过改善司法服
务，让人民群众既能打得起官司，又
能打明白、方便、有尊严的官司。

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在讲话中强
调，人民法庭必须毫不动摇地践行群
众路线，落实司法为民宗旨。

河南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强调

优化人民法庭布局 健全司法服务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