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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状元是
如何炼成的

虞城 陪审
“多面手”的形成路径

□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陪审员 翟友林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联系群众、
熟悉群众、
代表群众的独特优势，
不断拓宽和完善法官指导下的人民
陪审制度。
通过法官们真诚耐心的指导，
一批通达民情、
反映民意、
凝聚民智的陪审
“多面手”
脱颖而出，
在审判岗位上初露锋芒。
把脉问诊：
服务企业的法律顾问

我叫翟友林，今年 61 岁，认
识我的人都喜欢叫我“老翟”。我
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一名人
民 陪 审 员 ， 去 年 陪 审 案 件 近 200
件，可以说是房山法院的陪审状元
了。
说起来，我和房山法院有快
20 年的缘分了。
1997 年 ， 我 被 派 到 地 煤 公
司，专门负责单位债权债务清理工
作。几年里，我们清理了七、八百
万的债务。我为此考取了法律专业
成人本科的学历，为公司实现了四
五百万元的债权。在和法院的频繁
接触中，我和法院以及法官们结下
了不解之缘，也开始喜欢上了法律
工作。2004 年，由房山法院河北
镇法庭提名，我正式成为了房山法
院的一名人民陪审员。
有个案件，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一起刑事案件，最初，检察院
是按照故意杀人罪公诉的，但在法
官和我的坚持下，改为了故意伤害
罪。
事情是这样的：有兄弟俩，哥
哥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因为村镇改
造的问题，弟媳妇就去大队找书
记，发生了口角。大伯一气之下，
拿起烟灰缸就砸向弟媳妇，没想到
一下就把弟媳妇砸倒在地。弟弟听
说后，揣起一把水果刀、一把菜刀
到村部找哥哥理论，将哥哥打成重
伤。
合议这个案件时，我认为，
弟弟并没有杀死哥哥的故意，不
应该定故意杀人。还有，在我们
房山农村有个风俗：弟弟打嫂子
没 关 系 ， 大 伯 打 弟 媳 妇 是 忌讳。
因此，弟弟应属于激情犯罪。我和
另一名法官坚持按照故意伤害罪，
后来审判长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5 年。
这些年，法院案件量增加了很
多，我们陪审的案件也多了，法院
成立了专门的对外联络办公室联系
我们，陪审结束后再也不用马上
“拍屁股”走人，就像有了家一
样，有了归属感。
如今，我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
了下来，陪审工作成了我新的事
业。我想：只要法院还需要我，我
身体还行，人民陪审员工作我就会
一直干到底。
（孔祥凤 整理）

虞城法院首批人民陪审员“倍增”
计划内的 151 名陪审员中，
来自企业界
的有16名。作为新任命的陪审员，他们
在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证据效力的
认定及庭审程序的把握等方面，存在
不可忽视的“短板”。虞城法院的法官
们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尽量发挥陪
审员的长处，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
下，积极邀请他们参审涉企矛盾纠纷。
法官们在走访企业、到企业开展巡回
审判活动的时候，总是主动询问他们
对案件事实、争议焦点等问题的观点
和看法。民一庭庭长田仲秋说：
“这样
做，可以增强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自信
心，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让他们感
到与法官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今年 5 月，该院组织法官到 57 家
重点企业征求意见，16 名企业界的陪
审员全程参与，共同“把脉”企业遇到
的法律难题。他们向企业和职工发放
180 余份征求意见表，收到意见建议
16 条。经梳理后，这些意见建议全部
得以回复。
在职工和陪审员的建议下，有 4
名陪审员被充实到产业聚集区巡回法
庭。
民一庭还专门组织陪审员们成立了
服务企业宣讲团，
定期深入企业开展法
制讲座和法律宣传。

释法明理：
保护弱者的维权勇士
2012 年 2 月 7 日，重庆巫山县的
许某到虞城县某公司打工，双方未签
订劳动合同。后许某在工作中受伤。
2012 年 8 月 30 日 ，在 未 清 算 的 情 况
下，原股东李某等人将该公司转让给
了陈某等人，陈某等人又将公司变更。
去年 7 月 30 日，陈某等人又将变更后
的公司转让给了徐某。
一年不到，
涉案公司几经易手，
许
某维权的艰辛可想而知。
经过咨询，
许
某想到了仲裁委。去年 11 月 27 日，县

路径形成：
法官指导是关键

陪审员姜国防 （右一） 与法官合议案件。

仲裁委作出裁决，认定许某与涉案公
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面对仲裁结果，
涉案公司并没有积极履行义务，还将
许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与许某
不存在劳动关系。
陪审员任广理应邀参审此案。通
过翻阅卷宗、与法官多次交流，
任广理
很快弄清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和法律关
系。
任广理认为，
尽管企业进行了数次
变更，
但根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发生
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
续有效。
任广理又与法官一起找到涉案企
业的老总，
表明自己的“双重”
身份，
并
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念给他听。
最后，
这位老总心服口服，
案件得以圆
满解决。

法宝一：知心大姐以理服人
从政府综治办的工作人员到人民
陪审员，近三十年来，刘炀的工作有
着一个共同的特性，用她自己的话说
就是“与法律总是藕断丝连”。
在综治办工作期间，她接触的都
是家长里短的事，但也就是这些经

送达裁判文书
黄山新民蛇王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荣辉诉你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
屯民一初字第 000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卜祥翠、代道旺：本院受理程亮、方筱莉诉你们与黄山市政
工程管理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屯民一初字第 0002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徐秀琴、徐新民、尧金香、黄山新民蛇王酒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谷龙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4）屯民一初字第 000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徐秀琴、徐兵兵、黄山新民蛇王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
德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4）屯民一初字第 000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刘丹：本院受理原告汪明辉诉被告刘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因被告刘丹下落不明无法找到，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4）屯民一初字第 005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定分止争：
倡导诚信的金融讲师
“企业在困难的时候要想得到银
行的支持，
平时就要讲诚信，
一定要按
时偿还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和利息。
诚信是一面镜子，也是企业的一张名
片。”6 月 10 日，陪审员胡伟在调解一
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时，对被告企业
说道。
去年 8 月，该案被告因资金周转
困难向银行申请贷款 35 万元。借款到
期后，
该公司却以效益不好为由，
没有
偿还该笔贷款。

该院金融审判合议庭受理此案后，
邀请胡伟担任陪审员。1981 年出生的胡
伟是豫东面粉行业最年轻的“老总”，从
家庭作坊到拥有近亿元资产，胡伟一直
把诚信牢记心中。
案件审理期间，
合议庭
接受胡伟的建议，没有草率地查封被告
的财产，
而是让被告正常生产经营。
庭审
中，胡伟不厌其烦地对被告法人代表进
行法律引导，告诉他，企业要做大做强，
诚信是根本，谁也不愿意和一个不诚信
的企业打交道。
胡伟的一席话，让被告法人代表的
态度有了转变，当庭同意先偿还 15 万
元，
并与银行达成了调解协议。
去年以来，该院金融审判合议庭共
审理金融案件 31 件，涉案标的额 260 多
万元。

刘炀：
苗寨的金牌调解师

□ 廖帅文
刘炀，一名“年轻”的“老”退
休干部。“年轻”是因为岁月在她身
上没有留下痕迹，“老”是因为她已
经退休好些年。从 2005 年至今，她
在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人
民陪审员。有她在的地方就有笑声，
有她参与的案件就有转机，靖州法院
的法官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刘姐”。
刘姐的手上掌握着三个调解“法宝”。

去年以来，该院邀请陪审员参审
劳动争议案件 23 件，全部得以化解，
企业及职工的权益依法得到了保护。

虞城法院积极探索法官指导下的
陪审制度，使“编外法官们”在案件
审理中有了用武之地。该院规定，凡
是陪审员参审的案件，不但鼓励陪审
员庭审时敢于发言，而且要求陪审员
合议时必须发表明确的意见。该院分
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张光明认
为：“对新任陪审员，应以法律培训
和法官指导为主，法官要经常与陪审
员交流，从法律法规、庭审程序、职
业道德等方面，对陪审员进行指导，
相互间取长补短。
”
胡伟感慨地说：“企业管理和参
审案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活动，企业
管理带有自主性，而法律规范却带有
强制性。作为来自企业的陪审员，我
们应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在法
官指导下，尽快实现由企业管理型人
才向法律服务型人才的转变。”
虞城法院负责陪审员培训工作的
政治处副主任李景利说：“陪审员参
与审判案件的优势，在于他们注重从
社会道德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
判断，从而有效实现大众思维与法官
职业思维的优势互补。主审法官指导
下的陪审制度，只是提高案件陪审质
量的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把重点
放在对陪审员的定期培训上，按照陪
审员的职业、文化程度等，实施分类
管理，开展法官一帮一活动，实行陪
审案件抽签制度。通过指导、培训、
实践等措施，真正让这些‘无袍法
官’成为审判岗位上的多面手。”

历，使她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过程
中，总有独特的方法。
2013 年 12 月，靖州法院收到一
起七十多岁老年人离婚的案件。案件
本身不复杂，张某因为家庭琐事与妻
子王某吵架，互不相让，最后闹到了
法院。
“人生七十古来稀，少来夫妻老
来伴……”刘炀以一套一套的民间
谚语，开始了与被告的谈话。从唠
家常到论现状，从人情世故到法律
规 定 ， 层 层 递 进 …… 最 终 王 某 服
软，答应与张某协商。刘炀深知，
直接要求原告向被告妥协有点难，
刘炀找到了他们的女儿，要求女儿
出面劝劝父亲。最终该案得以圆满
调解。
“我是一个做母亲的、也是一个

王少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市分公司诉被告王少停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武海法商字第 1653 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姜树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市分公司诉被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城陵矶港口库、被告河南
省淮滨县水运公司、被告姜树强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武海法商字第 165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苏州江南橡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太仓市天然气有限
公司诉你供用气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4）太商初字第 057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无锡振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叶盖金、叶凤华：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崇宁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4）锡商初字第 00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辰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吉林市吉化北
方联腾化工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龙民二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蒋荣兵：本院受理原告沈晓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4）宁强民初字第 002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做妻子的，深知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不容易。其实人这一辈子什么事
都不是大事，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面对纠纷我一般就是从基本的生活
道理讲起……”这是刘炀最本真的感
言。

法宝二：热心大妈以诚动人
“热心肠”是大家对刘炀的一致评
价。在法院，她不仅仅是“无袍法
官”， 还是法院各项工作的忠实支持
者。当法院面临困难的时候，她总是热
心地提出各种建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同样如此，对待当事人的各种困难，她
总能挺身而出。
2013 年，在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
的过程中，刘炀了解到，被告和被害人
家庭状况都不好。为避免出现因被告服

刑欠缺履行能力而使附带民事赔偿成
“一纸空文”
，刘炀和主审法官一起，先
后两次走访，一方面积极做被害人的思
想工作，同时，积极争取被告人近亲属
的支持，还自掏腰包为被害人送上慰问
金。最后，该案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成功
调解，赔偿款在刑事判决前一次性支付
到位。
凭着这样一份待人的诚心和待工作
的诚心，她在调解过程中得心应手，帮
助法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实现
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和万事兴”。

法宝三：业务精英以法服人
每次庭审结束，刘炀都是最后一个
走出庭审现场，因为总有旁听群众有着
问不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她总是耐
心解答，但遇到专业问题，也曾被问到

继续向破产管理人（联系地址：吉林市龙潭区清源小区 1 号楼
101 室；邮编 132021；联系人，宋超；联系电话：15204320339）书面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
料。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身份证明。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6日（总第6093期）
本院根据债务人吉林化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裁定受理了吉林化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宁强县人民法院
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吉林正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2013 年 10 月 26 日、2013 年 12 月 28 日，
本院根据债务人吉林化建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本院组织召开了两次债权人会议。现根据破产案件审理工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于 需要，决定于 2014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 218 室（地址：
2013 年 8 月 27 日裁定受理了吉林化建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汉阳南街 6 号吉林市化学工业循环经济
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吉林正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二楼）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吉林化建
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2013 年 10 月 26 日、2013 年 12 月 28 日，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本院组织召开了两次债权人会议。现根据破产案件审理工作 内继续向破产管理人（联系地址：吉林市龙潭区清源小区 1 号
需要，决定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第五法庭（地 楼 101 室；邮编 132021；联系人，宋超；联系电话：15204320339）
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汉阳南街 6 号吉林市化学工业循环经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
济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二楼）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吉林化 证明材料。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向本院提交法
建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身份证明。
日内继续向破产管理人（联系地址：吉林市龙潭区清源小区 1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号 楼 101 室 ；邮 编 132021；联 系 人 ，宋 超 ；联 系 电 话 ：
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本院根据沁水县棉麻公司的申请
15204320339）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 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沁水县棉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 305144.63 元，债权为 622.8 万元。本院认为：沁水县棉麻公司不
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身份证明。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法规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4 年 8 月 13
本院根据债务人吉林化建特种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日裁定宣告沁水县棉麻公司破产。 [山西]沁水县人民法院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裁定受理了吉林化建特种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
贺虎林：本院受理(2014)东行非执字第 57 号申请执行人天
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吉林正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2013 年 10 月 26 日、2013 年 12 月 28 日，本 津市河东区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对你的强制执行一案，已经审查
院组织召开了两次债权人会议。现根据破产案件审理工作需要，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东行非执字第 57 号行政裁定
决定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3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地址：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决书，逾期则视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汉阳南街 6 号吉林市化学工业循环经济示 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范园区管理委员会二楼）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吉林化建特种
张立生：本院受理(2014)东行非执字第 51 号申请执行人天
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

公 告
送达破产文书

送达执行文书

哑口无言，这促使她不断钻研业务。
从法律知识到审判技巧，刘炀一直
都在认真学习。从 2011 年到 2013 年，
刘炀连续三年参加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组织的人民陪审员培训班。“每次培
训都有新收获，总觉得知识怎么学都学
不完。
”
她学到的这些知识和技巧，总能很
好地运用于实践。在调解该县农村信用
社与黄某的纠纷中，由于黄某不懂法，
总想赖账。刘炀和法官一起下乡，给黄
某带去了三本书，一本一本翻，一条一
条读，最终黄某心服口服，承诺两个月
后等田间有了收成就还款。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人民陪审
员“倍增计划”，陪审员任期已至的刘
炀再一次填写了报名表。她说：“陪审
是件幸福的事，所以我又来了。”

津市河东区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对你的强制执行一案，已经审查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东行非执字第 51 号行政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贺庄宁、李小红：本院执行的林建兵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宁法执字第 00853 号执
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内容：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 5 日内向林建兵支付案款 1 230 000 元及迟延履行期
间加倍债务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 16 14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申
请执行费 14 911 元。报告财产令内容：在执行通知书指定履行期
限届满后 10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
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陈建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友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4）楼执字第 909 号执行通知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
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
楼民一初字第 67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舒国文、易四清：申请执行人王忠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执行。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和本院（2014）湘执字第 103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公告
期满后三日内履行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湘民一初字第
1044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
易四清所有的位于湘阴县文星镇东湖村一组（东茅路南侧）权证
号为湘房权证文星镇字第 A0005037 号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并于公告期满后第六日在本院司法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
[湖南]湘阴县人民法院
郭和清：本院受理曹田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益赫执字第 586 号执行通知书、
（2014）益
赫执字第 586 号、586-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时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