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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传家宝” 一村一法官
——井冈山法院法官驻村服务群众工作纪实
王
“法官驻村办案在家门口说事，
方便、快捷，能达到在法庭上达不到
的效果，也避免了邻里之间对簿公堂
而留下仇怨。‘一村一法官’真是为
民办实事啊！”针对江西省井冈山市
人民法院驻村法官成功化解几起矛盾
纠纷，井冈山市古城镇古城村村书记
老袁感触颇深。
今年 5 月以来，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井冈山法院探索建
立了“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安排
58 名法官和工作人员进驻 106 个行政
村，开展基层调解工作。
从战火硝烟走进和平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群众路线是井冈
山的传家宝。在新时代的今天，如
何更好地服务群众，让老区人民知
法、懂法，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合
法权益，是井冈山法院群众路线工
作的重点。

“一名法官一盏灯，一
支服务队一面旗”
井冈山不少乡村位于山高沟
深、较为偏远的地方，交通不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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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气氛热烈，驻华使节对周强
坦诚的态度纷纷表示赞赏。
“驻华使节愿意经常旁听庭审，但
遇到各类困难，希望法院能够提供帮
助。此外，外国企业家如果在中国做生
意遇到困难，应当怎样求助于法律？”
提问环节，法国驻华使馆公使率先发
问。

群众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何
让群众方便地解决矛盾纠纷呢？井
冈山法院以法官驻村的形式，本着
“一名法官一盏灯，一支服务队一面
旗”的宗旨，深入山区基层开展工
作。
“感谢法官来看我们，还给村里
送了外出务工法律维权方面的书籍！
等务工返乡的村民回来，一定让他们
好好学学！”井冈山市厦坪镇菖蒲村
党总支书记王国荣说，“今后村里一
旦发生法律纠纷，一定会及时联系驻
村法官，争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
鹅岭乡上坊村村干部龙樟发提
出，希望法院能将一些简单地教群
众打官司的宣传画在村里进行张
贴 。 驻 村 法 官 立 即 回 复 说 ：“ 你 的
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回去后就设计
印好，下次来走访时就给你们贴
上。”
本着“让法官多走路，让群众少
跑腿”原则，该院还将审判庭搬到了
景区、田间地头、农户家中……
“我们是外地游客，逛根雕店
时，小孩不小心碰坏了店家的展
品，店家要我们赔好几万元，怎么

堃
办？”在茨坪景区巡回点，带着孩子的
小李焦急求助。景区巡回法庭法官立
即介入调解。两个小时后，小李带着
孩子再次来到巡回法庭，十分感激地
说：“感谢你们的帮助，对方总算答应
只让我们赔偿点维修费用了。谢谢你
们！”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现在村民们
法律意识增强了，对法律知识的渴求
及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你
们能在这个时候派法官驻扎在村里 ，
帮助村民了解法律，实时为村民解决
实际的法律难题，着实解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驻村法
官走访井冈山市荷花乡苍冲村时，村
书记动情地说道。

“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
才能缩短与群众的距离”
有了“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后，
遇到乡村的邻里纠纷，先由“群众说
事”将事实说出来，接着再由驻村法官
针对“群众说事”中反映出的法律问
题，讲解法律规定，开展法制宣传，参
与调处纠纷，有针对性地为当地群众提

供法律服务，进而维护村镇和谐稳定。
到目前，驻村法官共向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 200 人次，向村民发放法律宣传册
300 余册，集中开展普法活动 3 次，调
解纠纷 10 余起。
驻村法官在工作过程中还建立详
细的台账，包括受理事项、案件类
别、当事人情况、解决方式、反馈情
况，并把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和问
题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对于群众提
出的问题，能够当场答复和解决的及
时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由院活动领
导小组研究后，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
措施或解决办法，再由走访法官及时
进行回访反馈。在驻村工作中，对于
接触到的纠纷，将依托村两委、民调
人员，先让群众摆事实、讲道理，再
通过公开评议促进纠纷解决。
“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能缩短
与群众的距离；脚下多沾泥土，法官心
中才会沉淀更多地为民情怀。让法官血
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法官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的理念就会代代相承！”该院院
长陈井伟说。
法官驻村做“村官”，将法官的心
与人民群众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畅通
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敬终如始一鼓作气善作善成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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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全党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总体形势是好的，广大党员、干
部认识正确、态度认真、行动坚决，
在解决“四风”问题上取得了扎扎实
实的成效。同时，我们头脑要清醒，
不能因为取得了成绩就沾沾自喜，看
不到或看不够存在的问题。要坚持不
懈开展作风教育，始终绷紧作风建设
这根弦，做得好的，要不骄不躁，继
续做下去。做得不到位的，要不怕阵
痛，痛改前非，而且不要再复发。对
那些心存侥幸、企望一阵风的，要加
强思想教育引导，让他们丢掉幻想、
自觉回头，不要在错误的想法、错误

的做法上越滑越远。要坚持不懈严格
党内政治生活，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
活庸俗化，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
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提高党内
政治生活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不懈强
化宗旨意识，解决好党员、干部是人
民公仆的角色定位问题，党员、干部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必须
严格要求自己，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教
育引导、加强监督检查、加强纪律约
束。
王沪宁、赵乐际、栗战书和中
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
动。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举办面向
外国驻华使节开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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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8 日，为方便外国有
关人士了解、研究中国司法工作，最
高人民法院首次公开发布英文版 《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向世界各国
展示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做法，此举扩大了我
国司法工作的影响，树立了我国良好
的司法形象。
2014 年 6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
院首次邀请部分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一
起涉外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的审理。
此举不仅让国外了解了中国司法公开
所取得的成绩，也让更多外商投资者
了解了我国的司法制度，显现了中国

良好的司法环境和投资环境。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与中央电
视台英语频道积极开展合作，最高人
民法院法官在节目中用英语介绍了中
国法院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司法公开的
情况，展现了中国法官开放、专业的
司法形象。
以今天面向外国驻华使节的开
放活动为标志，最高人民法院推进司
法 公 开 、展 示 司 法 形 象 的 一 系 列 举
措，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向国
际社会展现了中国法院公开透明的
司法形象，显示了中国法院的司法自
信，也凸显了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和决心。

上海通报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向世界展示中国司法形象
针对此问题，周强表示，最高人民
法院要求各级法院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
为外国驻华使节旁听审判提供便利，将
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同各级法
院联系。对于保护外国企业和公民在华
合法权益的问题，我们如果发现外国企

业和公民在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
况，会充分发挥对地方法院的监督职
能，要求予以纠正；对有些判决得不到
执行的情况，我们正在大力加大执行力
度，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凡是能够执行
的判决，我们要求必须执行。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前来参
加活动的驻华使节纷纷表示，此次活动
体现了中国司法的公开透明，加深了对
中国司法的理解，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
此类活动。
“未来最高人民法院将举办更多活
动，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推进
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司法
文明。
” 周强在座谈会结束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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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破产法律制度日益受到
重视，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专门调研破
产审判工作，上海市人大代表连续两
年在两会上就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提出
书面意见，上海高院为此专门召开座
谈会听取人大代表意见。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中，上海高
院重点介绍了今后一个时期上海破产

审判将要着力推进的九项重点工作，
包括依法规范破产申请审查、切实加
强审级监督指导、健全完善破产管理
人制度、改善破产案件绩效考核评价
机制、探索构建执行与破产的程序对
接机制、推进破产案件信息化建设、
继续强化破产审判队伍建设、主动接
受监督和加强日常沟通制度、加大破
产法制宣传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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