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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之风飘乡村
——山东聊城两级法院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记事

王希玉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甘做园丁育新苗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制校长”工作掠影

张 莹

聚力十校专家资源 襄助新区司法发展

广州南沙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两级法院充
分发挥人民法庭的职能作用，公正高效
地做好各项审判执行工作，2012年7月
至今年 10月，聊城市 34处人民法庭共
办结案件 60392 件，结案标的额 14.62
亿元，为基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良好的法律服
务，有效地促进了辖区的和谐稳定。

让冤家握手言和

今年4月24日上午，高唐县某木业
有限公司经理宋某和员工谭某一块来到
高唐县人民法院赵寨子人民法庭，将一
面绣有“化干戈为玉帛”的锦旗送到该
庭副庭长高文山的手中。

2013 年 9 月 26 日，谭某在宋某开
办的木业公司打工时，右手不慎被搅拌
机挤伤。事故发生后，宋某马上将谭某
送至医院治疗，并支付医疗费19156.07
元。出院后，两人就后续治疗费及伤
残赔偿金等协调未果。今年 3 月 6 日，
谭某诉至法院。承办人高文山对该案
高度重视，认为两人是朋友关系，存
在调解的可能性较大。于是，他通过
向宋某宣传、讲解有关法律规定，结
合伦理道德和风土人情，让其换位思

考，体谅对方的痛苦和不易。最终，
该案仅用 3 天时间就以调解方式结
案，宋某同意赔偿谭某 41000 元，并
表示愿意让谭某继续在他公司里工
作，并为其调换了工作岗位。对此，
谭某也非常满意。事后，两人都表
示，通过诉讼，不但没有成为仇人，
而且加深了感情。

让村庄充满和谐

2011 年 1 月，茌平县博平镇某村
400 余名村民将该村村委会告上法庭，
要求确认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的承包合同
无效。诉讼期间，村民曾多次集体上
访。该案重审过程中，茌平县人民法院
信发人民法庭办案法官不辞辛苦，悉心
倾听村民的诉求，耐心向他们解释，对
双方当事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解工
作，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一场影响重
大的群体访案件得以彻底化解，当地党
委、政府和群众均给予高度赞扬。

为表达谢意，博平镇某村村委会
和 400 余名村民先后向聊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茌平法院赠送了锦旗。今年
11 月 7 日，双方再次来到信发法庭鸣
放鞭炮，将书有“秉公办案，公道人

心”和“三载诉案正曲直，一堂明镜
断是非”的两面锦旗送到信发法庭的
法官手中。

让弱者看到希望

“真出乎意料，这笔我们没有抱太
大希望的工资款能要回来，太感谢你们
了！”

2012年 4月 5日上午，当事人陈某
等人来到阳谷县人民法院，将一面写有

“公平公正，为民做主”的锦旗送给该
院工业园法庭庭长宓登山，感谢法庭为
他们要回了工资款。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12 月，陈某
等 10 名原告跟随被告罗某和李某所在
的中铁某局下属某项目部主体四队班组
施工。工程施工完成后，经结算共欠工
资款 268852 元。罗某给施工人员出具
了工资欠条，并约定元旦过后给付，但
一直没有给付，并以被告李某及所属单
位没有拨付工程款为由拒绝给付。

2011 年 7 月 18 日，陈某等 10 人来
到工业园法庭，情绪十分激动。宓登山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两名经验丰
富的法官接待了这 10 名当事人，并详
细了解了案情。

立案后，该庭干警连夜驱车 1000
余公里赶到了被告中铁某局集团驻
地，保全了被告中铁某局集团下属
某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33 万元。财产
保全后，工业园法庭快速审理，及时
判决。

为了能够让原告迅速将工资款拿到
手，2012年 3月，该庭干警一行 3人连
夜驱车赶往被告中铁某局集团，把判决
书交到相关负责人手中。又经过一番交
谈，促使被告通过电汇的方式履行了义
务。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院】

陪审员与法官比例达到1∶1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请当地人大
常委会任命了 32 名人民陪审员，至
此，该院人民陪审员人数与法官员额
比例达到 1∶1，符合人民陪审员倍增
计划的要求。

为建设一支结构合理、代表性广、
素质高的人民陪审员队伍，该院专门

成立了选任人民陪审员工作领导小
组，并组成选拔考察小组，本着代表性
与专业性相结合、组织推荐与个人自
荐相结合的原则，深入乡镇和区直部
门进行精心考察。同时，该院还制定
出台了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强化人
民陪审员的动态管理，建立起良性常
态的选任和退出机制。（刘玉田）

11月25日，成都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成都铁路运输法院联合
在成都火车北站广场、候车大厅
和列车上开展了以 “弘扬宪法精
神，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首
个宪法日宣传活动。活动当天，
向旅客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受到广大旅客普遍欢迎。此次活
动拉开了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
首个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系列活
动的序幕。图为法官在候车大厅
发放宣传资料。 周志刚 摄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南
沙区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聘任大会
暨第一次委员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正
式聘任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
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省内外十所知名
高校的14位专家学者担任该院专家咨
询委员，并就法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改
革创新策略向与会专家征求意见。

据南沙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将发挥“理论知识
库”和“社会智囊团”的重要作用，在组
建、选聘、运行等各方面均力求凸显南
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特色，紧
扣司法体制改革步伐，体现出视域广、

专业领域全和覆盖面宽三大特点。侧
重涉外审判需求，加强新区投资、税
收、贸易、金融等相关法律问题的研判
力度。

据悉，今年5月，南沙法院司法改
革创新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已经
稳妥有序推进了 25 项改革机制创
新。这次专家咨询委员会同时吸纳了
对司法改革研究造诣颇深的资深专家
和一些思维活跃、创新能力高的年轻
专家，为进一步将改革试点工作向纵
深推进，从理论探索、决策参考、问题
研究等方面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
持。 （赵 丽 夏江丽）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淮安
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区域经济
发展这个中心，积极参与创建“金融
生态区”，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优化
金融审判的效率和效果。1至 10月，
该院共审结信用卡、保险、票据以及
金融合同等金融案件526件，结案标

的额 6600 万元，被表彰为“全区金
融生态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在审理金融案件过程中，该院创
新四项机制，即立审执一体机制、繁
简分流机制、诉调对接机制、双向反
馈机制，保障了金融审判的效率和效
果。 （姚益鑫 蒋张媛）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法院】

创新金融审判工作机制

对青少年的普法宣传教育，不仅事
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事关整个社会
的和谐稳定。多年来，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立足审判工作，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取得了卓越成
效。今年 1月，由中央综治办、共青团
中央、中国法学会共同举办的“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在京召
开，海淀法院报送的“开创违法犯罪未
成年人家长亲职教育工作制度”被评选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制度创
新”最佳事例。

模拟庭审，感受司法威严

11 月 20 日下午，海淀法院迎来了
一群特殊客人——海淀区温泉第二中
学的师生们。在“法官妈妈”尚秀云的
指导下，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坐上少年法
庭特有的 U 形法台，饶有兴致地敲响
法槌，近距离感受法律的庄严和神圣。

更让同学们惊奇的是，与以往到法
院旁听法官们审理案件不同，当天法庭
上的各位主角是自己的同学，他们要在
这里上演一场“模拟法庭”。

“现在开庭！”伴随着清脆的法槌声，
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只见“审判长”、“人
民陪审员”正襟危坐，“公诉人”与“辩护
人”唇枪舌剑……一个个青涩稚嫩的面
庞，有板有眼、尽职尽责地推演着庭审过
程。

“休庭”间歇，尚秀云根据刚才模拟
庭审情况精心设计了问题，组织同学们
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尚秀云的点评
和引导，同学们在自由轻松的氛围中掌
握了法律知识，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的理念悄然内化于心。

法制校长，播撒法治种子

今年2月，海淀区综治委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区未成年人保护委
员会联合召开了2014年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会，尚秀云
等 12 名同志被评为 2013 年度海淀区

“优秀法制校长”，海淀法院连续第 26
次被评为“北京市海淀区未成年人保护
先进集体”。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海
淀法院就鼓励少年法庭的法官们主动
到中小学开展法制教育讲座。

2013年，海淀法院与海淀教委、团
区委深入合作，大力推动法制校长工
作。该院专门成立了法制校长工作领
导小组，院长鲁为担任组长，选派37名
优秀法官担任辖区内 105 所中小学校
的法制校长，其中有20人为中层干部，
占总数的54%。

“今年，海淀法院将走访中小学校作
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每位院领导至少把一所中小学校作
为联系点开展走访、调研。”鲁为介绍说。

据统计，今年海淀法院的“法制校
长”们深入中小学，已为全区超过 1万
名中小学生累计授课 100 余次。“法制
校长”们专业领域广泛，涵盖刑事、民
事、商事、行政、知产等多个领域，授课
内容除青少年犯罪预防外，还涉及自
护、自救教育，以及民事权益维护和公
民意识的培养等。“学生们对‘法制校
长’的授课兴趣浓厚，在潜移默化中逐
步增强了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温泉
二中校长孙继刚说。

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不仅体现在课
堂的 40 分钟内，更应渗透进未成年人
的生活中。

为此，海淀法院除了引导未成年人
“如何做”，还注重指导学校和家长“怎
么教”。对教师开展以法治的思维与方
式进行管理的专题授课，对学生家长开
展亲职教育、发放亲职教育读本，以此
提高学校管理学生、父母教育子女的能
力，形成未成年人教育的合力，保证法
制教育在未成年人生活、学习中的全方
位覆盖。

另据介绍，海淀法院还针对农民工
子女积极开展“蒲公英工程”，深入打工
子弟学校开展法制教育，让“流动的花
朵”享受法制的阳光雨露。

多措并举，塑造法治意识

6 月 1 日 ， 是 孩 子 们 的 专 属 节

日。每到这一天，海淀法院的法官们
自然不会忘记给孩子们送上“节日大
礼”。

“为帮助少年儿童了解司法知
识，感受法律精神，海淀法院自 2005
年以来每年都举办‘六一’儿童节专
场开放日，组织孩子们观看升旗仪
式、参观法院设施、体验模拟法庭、
聆听法制讲座等。”海淀法院副院长
范君说，“一年一度的‘六一’法院
开放日，已成为深受海淀区中小学校
师生们欢迎的一项传统活动，至今已
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已有 2000 余名
少年儿童在海淀法院度过了既新鲜又
难忘的儿童节。”

据了解，海淀法院还针对未成年
人思维活跃的特点，通过学生们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融思想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法制教
育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接受教育，从而提高普法教育的质量
和效果。如组织参观未成年犯管教
所、看守所，请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开展“带法回
家”活动，让学生给家长做法制宣
传，增强法制宣传的主动性和亲切
感；制作配有法制宣传漫画的展板在
学校巡回展出，弥补学生听法官讲法
制课一听而过、印象不深的缺憾，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加深其对法律知识的
理解，巩固法制宣传的效果。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人
大常委会通过了评议人民法庭工作暂
行办法，对区镇人大代表联合评议人
民法庭工作从组织机构、参与人员、
评议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据了解，评议对象为巴南区人民
法院各派出法庭，评议内容主要围绕

落实司法为民、树立司法公信力所做
的工作成效、困难及问题等。评议议
程共七项：庭长报告工作、评议代表
现场提问、代表评议、法庭陈述、投
票测评、主持人评议总结、形成评议
意见。

（李春光 卞子琪）

【重庆巴南区法院】

各派出法庭接受人大代表联合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