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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信任鼓舞着我

“梁法官，向你拜个年！我丈夫现
在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了，谢谢你对
我们的关心！”羊年正月初一，接到陆
佳的电话，我格外开心。

陆佳是一位当事人的家属。她的
丈夫程健骑摩托车外出时，在一条乡
村公路上，与驾驶农用三轮车的胡军
相撞，致颅脑损伤一级伤残，交警认定

胡军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因具体赔偿数额不确

定，赔偿款一直未能到位，陆佳多次向信
访部门反映情况。

在信访部门的引导下，陆佳等家人
以胡军、保险公司、事故发生地的乡人民
政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100余万元。

事故是由胡军为避让路面上的一个
大坑而引发，胡军在法庭上提出，“乡政
府作为道路养护单位，未对路坑设立提
示标志，应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

“事故路段是县级公路，乡政府不是
养护单位。”乡政府的代理人辩称。

第一次开庭，见到被告之间相互推
诿，陆佳急了，她找到我，反复讲述家庭
的不幸与困难。

“请你放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
们会依法作出公正裁判。”我安慰道。

“我家虽然困难，但都通情达理，不
会学别人把病人抬到法院、抬到乡政府，
我相信法院。”见我耐心地听着她的倾
诉，陆佳向我投来信任的目光。

为了使程健及时拿到赔偿款进行治
疗，我联系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愿意
在肇事车辆所投保的强制险范围内赔偿
11 万元，并很快到位。但这对程健来
说，只是杯水车薪。

乡政府到底是不是道路养护责任主
体？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我多次
到乡政府及事故发生地了解情况。

案情事实逐渐明了，事故路段属于乡
道，根据相关规定，养护单位是乡政府。

我阐明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让乡
政府明白责任所在。乡政府有关负责人
在给我的电话中口气很强硬，“现在财政
困难，乡政府只能赔10万元。如果原告
不同意，法院判决后，我们就上诉！”

“法院会公正判决，保护双方的合法

权益。”我回答得铿锵有力。
去年5月16日，此案一审宣判，认

定乡政府在其养护的路段出现凹坑的
情况下，未及时修复，亦未设置警示标
志，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
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程健等4人30
余万元；胡军作为肇事责任主体，承担
70%的责任，赔偿70余万元。

判决生效后，各方均服判，乡政
府积极履行了10万元赔偿款。11月
18日，原告申请执行。

今年2月16日，乡政府又给付10
万元，双方对余款达成今年上半年付
清的和解协议。胡军也正在分期积
极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这是我办理的众多案件中的一
起。百姓的信任，鼓舞我坚守审判工
作，鼓舞我坚持公平正义、常怀为民
之心。 （周瑞平 周红兵 整理）

□ 口述： 王宏成 □ 整理： 本报记者 张宽明 本报通讯员 王小新 于 波

江苏泰州——

引善良风俗 化民事纠纷

图为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引入善良风俗审理彩礼退还纠纷。

【江西抚州中院】

院领导带头办案成新常态

【山东青岛黄岛区法院】

设专业法庭优化配置审判资源

【河南罗山县法院】

以司法建议促依法行政

瑞安要求当事人证人签署保证书
链
接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
员 王建群 林冰茹）“若签署保证书
后作虚假证言，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看到这些的保证书条
款，涉嫌做虚假陈述的当事人叶某心
虚了，主动承认错误并撤回起诉。日
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适用民事
诉讼法新司法解释规定，对接受询问
的当事人与出庭作证的证人，让其签
署保证书，明确权利义务与虚假诉讼
行为的法律后果，促使这起涉嫌虚假
陈述的当事人撤诉。

3月初，瑞安法院受理瑞安市一
鞋业公司起诉瑞安市复合加工场8万
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
中，经办法官发现鞋业公司主张的借
款8万元领款凭证，竟是她去年已经
审结的买卖合同纠纷中，作为货款支
付凭证的抗辩证据。

去年 12 月，复合加工场向法院
起诉，要求鞋业公司支付拖欠的买卖
合同货款。鞋业公司提出抗辩，提出
曾预支给原告8万元，但在后来加工

款结算时忘记予以扣减，因未能提供
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
信。 该案判决书于今年2月生效。

鞋业公司便拿着这8万元预付款
凭证，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企
图浑水摸鱼，通过诉讼途径获取不正
当的利益。

经办法官发现上述情况后，传唤
鞋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到庭，并就
案件事实进行询问。在询问前，经办
法官要求叶某签署保证书，并就据实
陈述义务与虚假陈述需要承担的后果
进行释明。签订保证书后，叶某主动
承认错误并申请撤回起诉。

瑞安法院作出撤诉裁定书后，对
叶某进行口头训诫。叶某表示，以后
不会再有虚假诉讼行为。

据悉，为推进诚信诉讼，瑞安法
院根据民事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一百
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
十条的规定，制作当事人、证人保证
书，对接受询问的当事人与出庭作证
的证人，不仅进行口头释明，同时以
签署保证书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证
人据实陈述、诚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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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今年3月3日，牛士荣推着三轮车
走出家门去拾破烂。

图②：数一数，这些钱要交给法院。

图③：3 月 3 日，牛士荣走路来到法院，
将600元钱交给法官。

图④：一年多了，每次牛士荣到法院，法
官都会安排车辆将老人送回家。

2009年4月初，家住河南省沁阳市联盟街八七巷
79岁老人牛士荣的儿子张新国驾驶两轮摩托车，在
沁阳城区公路上不慎将一老太太撞倒。经协商，张新
国赔偿被撞老人各项损失共计5万元。因为家里没这
么多钱，牛士荣和儿子只能向于清泉借钱，先赔了被
撞老人。之后，因牛士荣家里困难根本无力偿还欠款，
于清泉将牛士荣和张新国告上法庭。

承办法官在了解情况后，多次做原告工作，最
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眼看着到了还款日期，可牛家真是太穷了，根本
拿不出钱还债。2014年 1月 10日，于清泉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案件申请执行后，牛老太对法官和于清泉承诺
说：“当初人家把钱借给你了，钱也花了，现在耍赖
不还，心里不踏实，晚上也睡不着，就是不吃不喝

也要把钱还上。”
“民政部门每月发 150 元、遗属补助 196 元、低

保 170元、二女儿每月给 200元生活费、每天拾破烂
卖点钱，日常生活再省点钱，不够的话再借点，攒
够 1000 元钱，这些钱放在一块儿全部交给法院了，
我自己没留下一分钱啊。”“一年多了，为了还账，
我没吃过一顿肉，没买过一颗青菜，不知道炒菜是
啥味。”

现在牛士荣老人的生活，就是每天骑着三轮车到
大街上和学校周围捡饮料瓶和拾破烂卖钱。即使收入
微薄，但牛士荣老人都会在每月的3号向法院送还欠
款1000元。

牛士荣老人说：“目前已还了两万多元，还剩
6000多元，剩余的钱我每月还600元，争取早日还清
欠款。我承诺过的我一定做到。”

对虚假陈述人将追究责任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讯 3月 17 日上午，“砰！”
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响，一起土地
行政登记纠纷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担任
该案审判长的是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郭伟。

庭审中，在两名合议庭成员的配
合下，郭伟以娴熟的审判技巧驾驭着
整个庭审活动，举证、质证、认证环
环相扣，庭审依法循序推进，层次分
明，当事人在法庭上充分行使了诉讼

权利。
去年以来，抚州市中院将庭长以

上领导带头办难案作为一项刚性任
务，积极推动领导主动“回归”法
官角色，取得了明显效果。自该制度
推行以来，该院庭长以上领导办理各
类案件数量超过400件，上诉率、改
判率均处于较低水平。院领导法官角
色的回归，不仅带动了一股办案之
风，也获得了不少群众的点赞。

（陈剑波 元春华）

本报讯 （记者 时满鑫） 近
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中
德生态园人民法庭和保税区人民法庭
等两处打破地域界限的专业法庭在青
岛西海岸新区宣布成立，这是青岛法
院在基层法庭设置上探索设立专门化
人民法庭的重大突破。

中德生态园人民法庭主要承担知

识产权案件审判，保税区人民法庭主
要承担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审
判。这两处专业化人民法庭的设立，
有利于凸显商事审判、知识产权审判
的专业化地位，实现案件分流，优化
审判资源配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
率，从而打造司法便民快车，营造法
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 近年来，河南省罗山县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前移工作重心，
积极延伸服务，促进依法行政。

该院延伸行政协调服务，落实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机制，建立与县法制
办、公安局、卫生局、环保局等部门
经常性的沟通服务机制，与涉诉纠纷
较多的行政机关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
服务平台。拓宽行政案件协调渠道，
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陪审员、行政部门领导等共同参与案

件协调工作。
该院还延伸司法建议服务，对审

判中发现的规范化执法问题，及时发
出司法建议，并认真听取其对行政审
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其在
行政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适时
给予指导和帮助，以个案促进规范化
行政。2013 年以来，该院共发出司
法建议 27 件，12 件被相关部门采
纳，并转化为推动或改进工作的制度
和措施。 （董王超）

【四川万源市法院】

立案调解让当事人省时省力

本报讯 近年来，四川省万源市
人民法院在立案调解工作上灵活运用

“四法”为当事人省时、省钱、省精力。
2014年以来，该院立案调解民商事案
件84件，为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近10
万元。

该院针对当事人双方明确表示同
意调解的案件，采取当场立案、当场调
解、当场制作法律文书、当场送达的办
法，坚持以法官为主导、吸收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法院立案调解。在立案调解
过程中，组织人民陪审员、当事人亲
友、代理人或有关组织的人员协助调
解。对不及时处理会影响生产、生活
以及激化矛盾的案件，采取“热处理”，
多方启发，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对那
些因当事人一时冲动而起诉的案件，
在审限内采取“冷处理”，待当事人心
态趋于缓和时，组织调解，化解矛盾。

（胡 蓉 廖彧涵）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
法院民四庭副庭长 梁华贵

3月 2日上午，当走出江苏省泰
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审判楼的大门
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身旁
一脸欣慰的老父亲，心里百感交集，
闹了大半年的彩礼纠纷今天终于画上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四年之前，经村里的老人介绍，
我认识了小丁，因为双方父母催得
急，在短暂相处了半个月后，我们就
订了婚，并在村里举行了仪式。在订
婚前，小丁的父母提出要我们家给
15000元的彩礼，而且要给小丁买一
系列婚嫁首饰。为了能让我早日成
家，父母找亲戚朋友到处借钱，终于
凑齐了女方的彩礼钱和首饰，女方的

父母才同意我们订婚。
然而订婚之后不久，我们发现彼

此的性格差异比较大，常常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不休。双方的父
母和亲戚朋友也都来劝过几次，就这
样拖了四年，我们也一直没领结婚
证。

后来有一天，在我们争吵过后，
小丁对我说：“咱们分手吧！”我冷静
地想了想，与其双方整天吵个不停，
还不如好聚好散，也给彼此一次重新
选择的机会。我们把决定告诉了双方
父母，他们也都同意。但关于彩礼退
还的问题，两家争执不下。小丁的父
母说，彩礼是双方当时约定好的，而

且两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年，虽然没有
领结婚证，但已经是实际上的两口子
了，彩礼一分钱也不能退。而我父亲的
意思是两人还没有领结婚证，并且是小
丁主动提出分手的，按照我们泰州当地
的风俗，订婚之后女方提出分手的，彩
礼钱必须要退。我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小丁返还彩礼钱。

过了十几天，我接到了姜堰法院法
官的电话，通知我到法院进行诉讼调
解。我老父亲执意要跟我一起去，说是
如果拿不到钱，就到法院领导那儿去上
访。我劝父亲冷静，相信法官判案会考
虑当地风俗习惯的。

到了法庭上，法官先听取了双方的
情况介绍，向我们详细讲解了相关的法

律，说在判案的时候，会参考当地的善
良风俗。听到这里，我和父亲心中的石
头都落了地。

“你们两家本来就是一个村里的邻
居，虽然结不成亲家，但也不能成为仇
家啊！都是乡里乡亲的，好聚好散，因
为一点彩礼钱闹成这样不值得啊！”法
官的一席话说得两家连连点头，最终在
法官的调解下，我们达成了协议，小丁
的父亲当场退还了我家 7500 元彩礼和
全部首饰。

在离开法庭的时候，法官特意向我
们双方赠送了泰州法院善良风俗司法规
范性文件的小册子，双方的老人都连声
感谢：“法院判案真是越来越有人情味
了！”

自 2004年以来，泰州两级法院认真调查本地民间习俗，注重将本
地善良的民间习俗引入民事裁判工作，成效凸显。10 余年的司法实
践，2000多件涉及婚丧嫁娶的民间纠纷，82%的调撤率，1424件彩礼退
还纠纷实现零上访。善良风俗引入司法运用现已成为泰州法院的“名
片”，最高人民法院在泰州姜堰举办全国性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泰州两级法院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在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专项活动中，此项审判经验获一等奖。

阳春三月，记者走访了泰州两级法院，探寻他们引入良俗促和谐的
经验。

泰州中院院长熊毅颇有感触，经验和教训给他们启迪：办案中，在
不与宪法、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充分尊重民间
的善良风俗，是顺应社情民意、理顺群众情绪、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有
效途径。泰州中院发动基层法官对民间习俗进行系统收集，仅姜堰法院
就收集到各种民俗上千条，并形成了 1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他们将收
集的各种民俗进行分类、筛选，识别良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

“恶俗”，对照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先后制订了数个参照良俗裁判的指
导意见。

1.邹碧华精神的形成
2.邹碧华精神的基本内涵
3.邹碧华精神的主要特征
4.邹碧华精神的时代价值
5.邹碧华精神的现实意义
6.弘扬邹碧华精神的途径和方法
7.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邹碧华精

神
8.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目标与邹碧

华精神
9.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

主线与邹碧华精神
10.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与邹碧华精神
11.“三严三实”的要求与邹碧华

精神

12.邹碧华精神对“好法官、好党
员、好干部”的诠释

13.弘扬邹碧华精神，做公正为民
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

14.学习邹碧华精神，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15.学习邹碧华精神，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16.学习邹碧华精神，积极稳妥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

17.学习邹碧华精神，大力推进人
民法院队伍建设

18.学习邹碧华精神，不断提升司
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注：除以上参考选题外，还可围
绕本次征文主旨自拟题目。

邹碧华精神研讨征文参考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