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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这
次系统解剖学我得了 95 分……”日
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法警杨晔
超收到了南京医科大学大二学生小晴
的微信。自从决定全程五年资助小
晴，这样的微信往来，在杨晔超的生活
中很是频繁。

作为一名从警 5 年的普通法警，
“感觉如今能凭自己的能力帮一下别
人，挺有正能量。”杨晔超说。

嘉善法院这些年在认真履行审判
职能的同时，热心参与抗旱救灾、爱心
助学、无偿献血、关爱儿童、扶残助残等
公益活动。在杨晔超看来，很多同事都
在以各种方式献爱心，爱心不分大小，
关键是别做口头派而是做一个行动派。

押送犯人时的遐想

干法警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押

送犯人。杨晔超在押送中了解到，很多
人之所以会犯错、犯法，是因为家庭环境
不好，自小受教育程度不高，到社会上遭
受挫折后，就开始仇恨社会。

“如果从最初，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帮他们一把，是不是很多人的人生就会
发生改变？而受到社会关怀的人，内心
是不是也会有更多阳光，也更会懂得感
恩？”

如此遐想无数次在杨晔超的押送过
程中出现。

他开始有意关注一些助人的信息，
还把微信朋友聚会群的群号改成了“慈
善”，不时和朋友们分享一些助人的信息
和活动。

心动“微心愿”

前年，嘉善法院发动干警积极响应
“微心愿”爱心活动，来到一些社区和新

居民学校，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圆“微心
愿”时，杨晔超的心被深深触动：

“我想要一床电热毯，天冷了，爷
爷老是在外面干活，回来我想让他睡
得舒服点。”

“奶奶老是用冷水洗衣服，手都冻
坏了，我想给奶奶买一瓶护手霜。”

……
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朴实的微心

愿，杨晔超为此心动：“原以为只是半
大孩子，可他们的懂事让人惊讶，心愿
虽小却满是对长辈的爱，不像有些条
件优越家庭的孩子，家长一不给买新
玩具就大哭大闹。”

从“微心愿”到全程资助

去年 8 月，杨晔超在一次走访中
了解到，小晴家有五口人，父亲多年前
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全靠她妈

一个人务农维系着，经济十分困
难。当时奶奶又得了癌症，真是雪
上加霜。

小晴刚接到医科大学录取通知
书，一家人高兴之外，也被高昂的学
费难倒。

五年医科大学学习，每年8000
多元的学杂费，这对于一个普通法
警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然而，杨晔超决定得很爽快，全
程资助！

他一边将助学款交到小晴手
中，一边鼓励她：“要树立信心，战胜
困难，圆梦大学，实现自己的理想。”

杨晔超的做法也得到了家人的
支持。和杨晔超一起参与“微心愿”
活动的妻子，既惊讶于这些孩子的
生活环境，也感动于这些孩子的孝
心。

助人的事，杨晔超说会一直做
下去。“但帮人时，怎样维护别人的
自尊，也是很重要的。双方需要有
效沟通，才能让这个过程变得美好，
而自己也会共同成长，这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过程。”

杨晔超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
这些话题，真正行动起来。

做播洒爱心的行动派
——记浙江嘉善法院法警杨晔超的助学故事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潘子菁

为司法插上“图灵”翅膀
——北京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郭京霞 赵 岩 本报通讯员 叶 欣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文化艺术强国，
以法治促进文化艺术发展，以文化
艺术繁荣推动法治国家建设，中国
行为法学会法治中国文化艺术研究
院创办“法治中国·文化·艺术论
坛”。

首届“法治中国·文化·艺术论
坛”暨“法治建设与文化艺术发展”研
讨会由中国行为法学会法治中国文
化艺术研究院主办，北京德和衡律师
事务所承办，拟于2015年10月31日
在北京举行。现向社会各界诚征会
议论文，从会议论文中择优选择参会
人员，并将其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
版。现将征文启事公布如下：

一、论坛的主题和议题
论坛主题：法治建设与文化艺

术发展
论坛议题：
1.法治建设与文化艺术的相互

关系与良性互动
2.“互联网+”时代下文化艺术

产品的法律保护
欢迎以下列参考选题方向（但

不局限于）撰写论文：
（1）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法

治精神
（2）文化艺术产品如何促进法

治建设
（3）法律如何规范、调整、保护

文化艺术产品
（4）文化艺术传播与法治建设
（5）文化艺术市场秩序整治与

法治建设
（6）新媒体时代民间文化艺术

的保护与传承
（7）“互联网+”时代文化艺术

产品版权的保护
二、论文要求与提交
1.选题必须与本届研讨会主题

相关，内容既可以是理论研究和制度
创新，也可以是实践探索的总结和反
思，但要求论证充分，针对性强。

2.字数在2000 字以上，格式采
用国标 GB 7713-8。论文首页脚
注须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称
（务）、学历、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和电子信箱。已发表的论文请注
明发表期刊及时间。

3.请提交word文档（文档名为
作者姓名+论文标题）至论坛专用
邮箱：luntan_fzzgwhys@163.com，投
稿截止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

三、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 奖金5000元及获

奖证书
二等奖3名 奖金3000元及获

奖证书
三等奖5名 奖金1000元及获

奖证书
优秀奖若干名 获奖证书
四、论文发表
所有文章将被汇编成论文集，

部分优秀论文将结集出版。
五、联系方式

“法治中国·文化·艺术论坛”秘
书处

联系人：田大鹏
电 话：18518081516 010-

85219111-961
“法治中国·文化·艺术论坛”秘

书处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首届“法治中国·文化·艺术论坛”
暨“法治建设与文化艺术发展”研讨会征文启事

最近热映的影片 《模仿游戏》,
讲述了有着“计算机科学之父”之称
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利用计算机雏形帮助情
报部门破译密码，从而使战争提前结
束的故事。科技改变历史,如今在北
京法院，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手
段助力审判执行工作，也上演着一幕
幕新时期的“图灵”故事。

信息化集约查询:
30天到3天的变化

张心阳是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的老法官，干了 26 年执行工作，谈
到信息化带给他最大的变化时十分感
慨。“以往，一个执行案件最快也需
要20至30天的时间才能获得全部有
关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反馈，而现
在，最晚也可于分案后3日内获得被
执行人全部在京财产线索反馈。”

张心阳提到的变化，得益于北京
法院建立的全市一体化的执行指挥管
理系统。2014 年，该系统实现了对
全部在京 86 家银行存款的全覆盖查
询，8家商业银行存款的查、冻一体
化，以及对房产、户籍、车辆等情况
的自动查询。

“以执行案件数量最多的北京朝

阳区法院为例，今年1至6月，该院新
收执行案件10871件，执行部门在编人
员仅 59 人，工作压力巨大。新的财产
调查模式，使得有效财产线索数量倍
增，该院实际执行率同比上升15.3个百
分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刘酉谞介绍。

北京高院还为执行人员配备了移动
办公平台，外出执行人员使用手机即可
查看执行案件当事人信息及案件信息，
通过拍照、录音等方式便捷地进行现场
取证，提起拘留等工作审批，利用移动
设备现场打印文书等，所有数据实时通
过北京法院内、外网交互平台，导入法
院内网“执行日志”中，执行工作更加
高效、规范、公开、文明。

云技术服务：
从跑断腿到足不出户

“现在我们能从好几个途径了解到
北京法院的案件审理情况，北京法院审
判信息网、移动 APP、12368 语音热
线、微博微信等等。”北京盈科律师事
务所的李律师表示。

北京法院运用云技术，实现了内外
网信息的实时安全交互，极大地拓宽了
司法公开和司法为民的渠道。其中，
2014年1月1日正式开通的北京法院审

判信息网，不仅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
求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
行信息公开，还实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审
判动态信息和各类审务信息，提供了8
大公开和 14 项诉讼服务，目前访问量
已经超过了1.3亿人次，日均访问量超
过30万人次。

为了让服务更有针对性，网站还为
当事人、律师提供了具有 12 项功能的
网上办案平台。除了可以在网上办案平
台上集中进行网上立案、流程查询、申
请阅卷、信访投诉等活动，律师还可以
在网上办案平台上看到自己过往所有案
件的相关记录。“通过律协网站，无需
再次注册我们就能进入审判信息网，使
用网上办案平台。”

据介绍，北京法院今年上半年还建
成了全市一体化的诉讼服务自助平台，
通过诉讼服务自助机，为诉讼群众提供
跨行政区划的文书打印、视频留言、材
料上传、网上阅卷等诉讼服务，让诉讼
群众感受到了司法人文关怀。

大数据管理：
变“千人一面”为个性化平台

北京高院年轻法官李洋最近正在使
用个性化平台定制自己的电脑办公界
面。个性化平台是北京法院信息化工作

的“新产品”，它把以往“千人一面”的
单一管理平台变成了可自由定制的综
合化管理平台，可以把自己工作所需
的所有系统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实现
了一键登录、随意使用，满足审判、管
理、调研、学习、办公等不同需要。

李洋最近正在调研行政诉讼案
件，她点入“法院数图”中的行政专
题，随机选取了执行依据为行政生效
裁判的十类案件，系统自动生成了图
表分析。“除了现在已经有的案件基
本情况、当事人情况和涉诉国家机关
情况分析三个专题外，还可以自己选
择指标生成专题分析，十分方便。”

北京高院信息技术处处长佘贵清
介绍，北京法院依托全市统一的审判
信息资源库，通过数据决策管理实时
向社会发布动态审判指数、法院工作
白皮书和各专业审判领域阶段性的综
合报告，主动向工商、银行、信用协
会等诚信体系共建单位推送审判信
息，服务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
力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北 京 高 院 副 院 长 孟 祥 表 示 ：
“我们的信息化建设，如同图灵的计
算机发明，提高了审判质效，让诉讼
群众在北京法院切实感受到了司法服
务的便捷和高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河南省鲁山
县人民法院巡回审判点进驻辖区 25
个乡(镇)和街道办的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选派骨干法官通过“四联”模式
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法官联系辖区人大代表，重点对
婚姻家庭纠纷、宅基地纠纷、农村土
地承包纠纷等基层多发性案件共同
进行研讨，并积极邀请人大代表观
摩庭审和案件调解；联系村党支部
书记等村委成员，了解当事人情况

和案件相关情况，找准问题症结，
并积极邀请村干部协助调解；联系
进驻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的各单位联
络员，取得相关部门协助，形成化
解纠纷的合力；联系司法所，积极
协调司法所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
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巡回审判点已审结各
类民事案件113件，其中调解91件，撤
诉13件。

（赵全文 刘志强）

鲁山巡回审判点“四联”模式解纠纷
日前，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巡回法庭走进坂面镇古迹村，公开审理
被告人曾某危险驾驶一案，并当庭宣判，判
处被告人曾某拘役三个月，宣告缓刑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6 月 15 日，被告人曾某在朋友家喝酒
后驾驶摩托车前往派出所办事，被民警抓
获。考虑到被告人曾某是肝硬化晚期患
者，无法到庭受审，承办法官决定到被告人
曾某所在村里开庭。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巡回审判实行
全程视频网络直播。法院利用便携式高清
远程直播仪清晰度高、信号强、零延迟的特
性，对庭审现场情况进行实时传输，网民只
需使用电脑或手机即可在线观看庭审直

播。开庭前，尤溪法院在外网上发布了开庭
公告，邀请广大网友参与此次直播。据悉，
此次直播共有1000余名网友点击观看。

一名网友观看直播后表示，“以前只知
道酒后不能开汽车，但不知道不能骑摩托
车，现在明白了，酒后骑摩托车也是酒驾！”

图①：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视频网
络直播设备。

图②：法官有序开展审理工作。
图③：当事人签收判决书。
图④：网友正通过互联网观看庭

审视频直播。

①①

本栏目邮箱：yxfxj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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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起群众对司法的期盼

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
面，阅历、知识尤其是法律水平参差
不齐。针对这一情况，西藏高院始终
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倍
增计划”为抓手，在不断扩大人民陪
审员规模的同时，利用国家法官学院
西藏分院的教育平台举办人民陪审员
培训班10期共培训1362人次。以集
中授课、庭审观摩、经验交流等多种
形式的培训活动，尤其是西藏高院机
关委派藏语讲师团到全区基层法院进
行巡回授课，切实提高陪审员们的业
务水平。

2014 年 7 月，西藏高院从西藏区
情出发，针对人民陪审员制度首次立

文定规，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考核、
培训等具体事项做了具体规定。这一
工作也被写入 2015 年法院工作报告
中，对全区人民陪审员拓宽选任渠道、
落实“倍增计划”、扩大参审范围、保障
陪审权利等进行了积极的肯定。

如今，西藏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
机制依然在不断完善，在各基层人民
法庭基本形成了“法官+人民陪审
员”的审判机制，人民陪审员在全区
审判岗位的最前沿发光发热。各基层
法院为实现人民陪审员“既能审又能
判”创造着有利条件，西藏高院成立
了人民陪审员工作指导小组，专门负
责全区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员各项工作
的协调、组织和指导。协调财政部门
联合下发了人民陪审员专项经费管理
意见，为人民陪审员履职提供了经费
保障。

“无袍法官”担负群众期盼

本报讯 （记者 许 聪）9月8日，
由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治报道与互联
网思维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人士认
为，互联网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与“理性
顶峰”工业文明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新时
代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增强”，人类的灵
性将得以释放。以“大脑图谱”研究为标
志，“人机合一”有可能诞生新的物种。
对于未知世界，研讨会呼吁以包容开放
的姿态，迎接新文明的到来。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和
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表示，互联网不
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带给时代的颠
覆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可能是精神层
面的。工业时代社会学、政治学包括法
学的基本假设和原理，正在被无情地颠
覆。人类需要有勇气迎接这种挑战，以
包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应对，锻造一
种“鼓励探索未知”的文化。

北京市网贷协会秘书长郭大刚和阿
里研究院高级专家孟晔指出，在工业文
明之前，是一个经济上供不应求的时
代；工业文明首次出现了“供需平衡”
的概念，但由于需求的差异性，供需从
来没有匹配过；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一

切，“别人给我的，正是我所需要的”
成为可能，而“成为可能”的前提是互
联网让“信息过载”。

互联网时代，信息过载已经超出了
个人驾驭的能力，法治报道同样也必须
顺应这种趋势。法制网总编辑蒲建安、
无讼传媒主编范否，结合新媒体实践，
畅谈了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法治报道的
感受。他们认为，在移动互联高度发
达、信息高度过载的环境下，“读者”这
一概念应被“用户”取代，新闻的生产流
程应该重构。

法制日报社社长邵炳芳在研讨会上
指出，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生存环境，受
到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的巨大冲
击。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正以一种不可
阻挡的势头，改造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和经营业态。虚拟社会的秩序构建、治
理方式的创新、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离
不开互联网思维，也离不开法律思维。
转型与突围的困惑，如影随形，也渗透到
了法治报道领域。就像互联网基因中的

“迭代效应”一样，互联网时代法律的变
革也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各方努力，摸准脉搏，把握规律。

法治报道与互联网思维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