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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让法官律师良性互动
蔡传磊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构建法官与律师的新型关系，使律师队伍在诉讼活动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精神病鉴定为何多疑问
郭敬波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律
师工作会议于近日闭幕。此次会议举
办规格之高，既是对律师队伍主流的
肯定，也体现了各司法单位对律师执
业权利进一步保障的高度重视。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构建法官与律师的新
型关系，使律师队伍在诉讼活动中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对于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律师队伍
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执
业活动是衡量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标
志。律师事业发展的兴盛与否往往反
映着国家法治发达的程度。具有专业
法律知识的律师参与到诉讼活动中，
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帮助其
明晰诉讼规范、协助其行使诉讼权利，
保障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通过律师参
与，当事人不仅能够细化对有关法律
规范的理解、为争取胜诉提供可能，更
能体会这样一种法治思维：依法、规范
的诉讼活动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合理途
径。可以说，律师规范、专业的执业活
动促进着法治思维在社会大众中的形
成。

律师通过参与法庭审理也推动着
司法审判更加公平正义。律师作为辩
护人，通过发表意见对存在争议的某
些事实、证据进行质疑与辩护，使“真
理愈辩愈明”，从而将案件真相更加清
晰地展现在法官面前，为法官提供全
面、客观的事实全貌，有助于法庭公
正、不偏倚地查明案情，为防止冤错案
件的形成把好重要一关。

此次会议强调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增强律师履职责任感。律师执业权
利纵然是法律赋予的，但在司法实务中
更需司法人员给予保障与尊重。尤其是
在案件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后，法官更应
当重视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当下司法
环境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等

“老三难”状况尚未完全根除，发问难、质
证难、辩论难等“新三难”又有所出现。
如果说“老三难”主要显现于审判阶段之
前，那么“新三难”就真切地反映出法庭
审理阶段的问题：有的法庭不通知证人
出庭致使质证难以开展；有的法官在审
理中频繁打断或阻止律师质疑与发问，
使得法庭辩论难以进行。凡此种种，无
不反映出庭审阶段法官对律师执业权利
的保障还不够重视。为此，在今后庭审
中，法官应充分注重律师享有的执业权
利，保障庭审中律师能够质得出证、讲得
出理。

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是其依法履职
的前提。律师通过行使知情权、取证权、
阅卷权、质证权等诸多权利参与到诉讼
活动中。只有保障了执业过程中应有的
权利，律师才能正常履职，否则律师依法
履职则会沦为空谈。但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并非纵容律师执业时的为所欲为。律
师采用非法律途径指使、帮助当事人扰
乱司法秩序、干扰庭审的进行，非但不是
执业的应有内容，而且应承担相关责
任。作为知法懂法的法律人，律师执业
时应增强履职责任感，认识到律师执业
不仅仅是为当事人利益服务，也是为司

法公正的职业理想服务，心中应常怀律
师职业道德与责任，在维护当事人利益
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引领
良好社会风尚。

此次会议同样强调构建司法人员与
律师的新型关系。法官与律师同是法律
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接受同样的法律教
育与法律文化，有着相同的法治理想与
操守，共同遵循着公平正义的价值理
念。因而二者间本应能够形成相互理解
与尊重的正常关系。但事实上，法官与
律师间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非常态：有
的法官与律师关系紧张，法官希望提升
审理节奏和效率而控制律师发表意见，
而律师认为法官故意打压、有失审判公
正；有的法官与律师关系甚密，法官视与
律师的交情办案，而律师为法官输送物
质利益等等。

构建法官与律师间的新型关系正是
旨在打破业已存在的不正常关系，建立
起符合法律职业精神的新型关系。

第一，法官与律师间的新型关系应
是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尊重关系。尽管
法官居中裁判，也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思
想。法官在庭审时应平等地对待律师，
尊重和保障律师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
不随意打断律师发表辩护意见和质疑，
耐心听取、吸纳律师的合理观点与诉求；
律师在法庭中也应尊重法官的法庭指
示，自觉维护法庭纪律与秩序、维护庭审
中法官的司法尊严。

第二，法官与律师间的新型关系应

是职业上的支持、监督关系。法官
与律师都是“法律人”，律师从维护
当事人利益出发，对案件事实的薄
弱点进行质疑和辩论，使得法官能
够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事
实；法官以中立的立场，听取和接受
律师合法合理的观点与诉求。二者
在业务上既相互支持，也相互监
督。律师在法庭中监督法官的言
行、维护当事人的正当诉讼权利，防
止法官庭审肆意，使法庭审理规范
进行；法官监督律师的诉讼活动，使
律师能够始终围绕案件争议重点进
行，同时也约束着律师在庭审中的
言辞和行为，以维护应有的法庭威
严与秩序。

第三，法官与律师间的新型关
系应是交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法
官和律师不是严格隔绝的，二者需
要一定程度的交流，同时二者的交
流也应当是正面、良性的。正如孟
建柱同志在此次会议上强调的，法
官与律师间“既不能搞简单的物理
隔离，也不能搞庸俗关系学，更不能
勾肩搭背、搞利益输送”。法官和律
师都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在业务
上交流、切磋，达成对法律理解适用
的一致十分必要。但在交流中应遵
守各自的职业道德，不做权力寻租、
不搞利益交换，守得住底线，共同维
护法律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维护公
平正义。

尊师以礼：别从礼物走向礼品

第31个教师节来了，估计近来很多
家长踌躇过：要不要给老师送礼？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
教师节里，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尊
重，这本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近年来
每到教师节，总会出现一些争议的声音，
那就是给教师送礼或教师收礼。有人甚
至认为教师节已经沦落为“送礼节”，痛批
师德败坏，建议取消教师节。这种现象，
让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逐渐演变为两难
的道德考题——一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
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礼、怎
么办。笔者以为，将教师节片面地认定为

“送礼节”是一种误解，更是误导，会对广
大普通教师造成莫大的伤害。

尊师以“礼”莫失礼。对学生在教师
节给教师送礼的问题上，我们也应当一
分为二地看待。学生和家长发自内心地
送上些自制的小礼物，表达对教师悉心
培养、辛勤工作的感谢，既是一种真诚的
慰问，也是尊师重教的具体体现。如果
我们不分情况，一律对其打上庸俗的“送
礼”标签，就会隔断这份真诚的师生之
情。当然，如果所送物品价值过高，甚至
是大量金钱，无疑就超出了正常人情交
往的界限。这不仅会玷污纯洁的师生关
系，还会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

当然，要想不让尊师失礼，也需要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类学校尽快借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风”的有利
契机，监督全体教师自觉拒收学生和家
长的礼品礼金，使教师节从“送礼节”的
恶名中脱离出来。各级政府更需拿出切
实有效的举措，建立健全关爱人民教师
的长效机制，让教师真正感受到教师节
就是教师的节日。

——袁 浩

下属腐败，“班长”有责

河南省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近日
被通报：其作为新乡市“党风政建设第一
责任人”，对主体责任认识模糊、工作领
导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对班子成员疏
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用人严重失察失
误，面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不坚持原
则、不敢斗争，对连续发生的3名厅级领
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

这是一起典型的问责事件，下属发
生了问题，“班长”要承担责任。

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河南省纪
委立案查处了新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
原常务副市长贾全明，新乡市委原常委、
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市公安局原局长孟
钢，新乡市政府原副市长崔学勇等3名厅
级领导干部贪腐案。通报称这3起案件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且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担任
新乡市委书记期间。一个地级市的领导
班子有这么多人腐败，作为“班长”的李
庆贵焉能不知情？说其纵容包庇可能言
重了，但失职失察是不容否认的。

李庆贵被问责，给所有领导干部都
敲响了警钟：作为“班长”，不但要管好自
己的手脚，更要带好自己的队伍。

在反腐走向纵深的今天，打击腐败
分子固然是重点，但是，预防才是关键。
而在预防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
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不能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认为只要自己没有贪腐，身
边的人腐败与己无关，下属腐败也不关
自己的事。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问责
被免上了《新闻联播》，其目的就是给全
国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敲响警钟，
不但要管好自己，更要管好下属。

——曹小芹

对于涉及精神病鉴定的案
件，应当引入“鉴定人出庭”和
“专家陪审制”，“把专业事情交
给专业人士判断”才是一种更科
学的态度。

南京交警部门通过官方微博发
布“宝马撞人案”肇事司机“作案时患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
任能力”，之后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官
方不得不就网上公众提出的九大疑问
逐一作出回应。

从“邱兴华案”、“杨佳案”以及“邓
玉娇案”，精神病鉴定都成了社会关注
的焦点问题。由于精神认知障碍，各国
法律都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
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
不负刑事责任或者负限制刑事责任。

而由于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
任，一些人可能利用这一法律空子，伪
装精神病来逃避犯罪。前些年湖北涉
黑人物杨义勇杀人后，用重金收买了
一份精神病鉴定，便叫嚣自己从此拥
有“杀人执照”。

而社会上一些正常人却因为夫妻
吵架、兄弟争财等“被精神病”，被强制
送进精神病院，也让精神病诊断与鉴定
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精神病目前并没有
精确的仪器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
临床表现予以认定，相关领域的医学说
白了只是“经验医学”，事实证明即便
专业医生的经验，有时也并不可靠。

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曾经做
过一个“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
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怎么证明自己是
正常人”的测试，滑稽的是，急于证明
自己正常的人最终都被当成了精神
病，反而承认自己有病的人，却被认为
是康复了。谁该对精神病“鉴定”的正
确性做出鉴定？公众寄希望于法官。

而事实上，法官也并不能担此大
任，虽然各国法律都规定“鉴定意见对法
官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防止“以鉴代审”，
但是法官对于鉴定所涉及的专门性知识
同样是“门外汉”，因此在判决中，法官往
往以“鉴定人具备鉴定资质”来肯定鉴定
意见。而对于有疑问的鉴定，也只能通
过“重新鉴定”来“以鉴定推翻鉴定”。

与鉴定的重要性相比，“鉴定责
任”却失之于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鉴
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鉴定极强的
技术性，即使存在“故意”也很难被发
现，而鉴定人马虎大意做出错误鉴定的
民事责任，则更是一个“法律真空”。

曾有精神病学专家提过一个“灰
色理论”，认为如果将人的精神正常比
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
与黑色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区，
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这一区域
内，这就是所谓的“精神亚健康”。对于
何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应当负刑事责
任，确实是一个有待厘清的问题。

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或者负限
制刑事责任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担当。
对于精神病人犯罪，需要公众正确对
待，但这种“正确对待”是要建立在“鉴
定正确”的基础之上，而现实中精神病
诊断与鉴定的乱象，让鉴定的公信力
如一地鸡毛，引起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网络“公审”鉴定现象，并不
能治好精神病鉴定之“病”，非专业人士
的“群体鼓噪”同样是一种社会病态。对
于此类案件，应当引入“鉴定人出庭”和

“专家陪审制”，“把专业事情交给专业
人士判断”才是一种更科学的态度。

特别奖（5篇）

1.《传承、践行、发扬“邹碧华精神”，推动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崔亚东

2.《关于邹碧华精神的哲学思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许前飞

3.《学习践行邹碧华精神，助力法院工作新发展》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 坚

4.《深学细照笃行邹碧华精神，不断提升法院工作境界和水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白泉民

5.《用生命诠释法治理想和行动——追思邹碧华》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孙 潮

一等奖（8篇）

1.《为公正献身的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宋鱼水
2.《弘扬邹碧华精神 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司法感受》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德友
3．《探寻司法规律 引领实践前行——邹碧华与他的法治贡献》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陈立斌
4.《“崇法尚德”——邹碧华精神的解读与践行》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朱 瑞
5.《邹碧华工作方法的启示：“善待式司法”的当代法治意义》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永军
6.《邹碧华精神对于青年法官发展的时代价值》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徐飞豹
7.《让司法权威高耸于人民心中——“邹碧华精神”开启司法权威新路径》

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邹中华 陈翰朋
8.《从问题意识，看邹碧华精神》 法律出版社 韦钦平

二等奖（15篇）

1.《从“邹碧华现象”论法官个体推动司法公信力提升的路径》
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徐凤青

2.《学习邹碧华精神 推进法官业绩评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唐 震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视野下邹碧华精神的文化解构与价值弘扬——兼论法治信
仰和“官德”建设》 上海海事法院 姜 彤
4.《当好“灵魂人物”的六要素——从基层法院院长的视角看邹碧华精神》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周 宏
5.《邹碧华精神与“案多人少”难题破解》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汪 晖
6.《论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以时代楷模邹碧华为榜样》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刘艺玲
7.《做一个敢于担当的干部——学习邹碧华先进事迹的启示》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郭 兵
8.《用“心”传递公平正义——邹碧华精神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实践启示》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毛灵军
9.《坚守法治信仰 维护公平正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孟祥刚
10.《学习邹碧华精神 大力推进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宋海萍
11.《邹碧华精神的时代价值与榜样效应》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高巨政
12.《“法官当如邹碧华”的“另类”解读——基于邹碧华现象的思考》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龙 伟
13.《“邹碧华精神”的引领、导向、实践功能》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吴仕春
14.《法官如何才能“当如邹碧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陈红梅
15.《良心·追求·认可——试析“邹碧华精神”的形成》

人民法院报社 骆惠华

邹碧华精神研讨征文获奖名单
编者按：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人民法院报社组织开展的邹碧华精神研讨征文活动目

前已全部结束。活动收到来自法院系统内外的征文共计624篇，经活动组织方认真评审，共
评选出特别奖5篇、一等奖8篇、二等奖15篇、三等奖30篇以及优秀组织奖6个。现将特别
奖及一、二等奖的评奖结果公布如下（全部评奖结果见中国法院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10日（总第6436期）

申请人北京力合惠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因丢失票据号码为 10201130/
33299296，出票人为北京力合惠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天竺支
行，出票日期未填写，出票金额未填写，收款人未填写的转账支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止，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兰州亚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张，出票日期
为 2015 年 4 月 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10 月 3 日，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36001257，金额为人民币 50000元，出票人为福建省足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福建省南安市环亚鞋塑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泉州银行南安洪濑支行，持票
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南安市人民法院
申 请 人如东龙源化工有限公司因 遗 失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票 号

1020005225216969，票面金额23062元，出票人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东瑞
（南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吴中支行营业室，汇票到期日2015年12月25日，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江苏力王纺织有限公司因 遗 失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票 号
3130005132996565，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日期2015年5月5日，出票人江苏
嘉德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宿迁远航包装有限公司，付款行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5年10月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蒋明方因遗失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记名股权证一份（股权证编号为：

8000000868，股份为22193股，发行公司名称：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名称：蒋明方，成立时间2005年1月12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记名股权证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
行记名股权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科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太仓农村商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31400051-23323372，票面金额20000元，出票人盐城三福织垫有限公司、收款人
盐城宏新特纺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年 4月 29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10月 29
日、付款行太仓农村商业银行，后陆续背书转让给了盐城三福织垫有限公司，张家
港保税区亚伦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潍坊科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是申
请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至2015年11月29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行承兑汇票权利
的行为无效。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牙山（北京）弹簧制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1040005224122952，金
额为人民币 491477.80元，出票人为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付款行为辽
宁省分行锦州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沈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群恒油脂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30900053 27595278，票面金额人民币8万元、出票人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汇票
到期日2015年11月13日、付款行全称兴业银行包头分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冀州市祥瑞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丟失，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30900053 2759313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万元、出票人为内蒙古包钢和发
稀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内蒙古包钢稀士（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5年2月9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8月9日、付款行全称兴业银行包头分行，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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