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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背后的不简单
□ 屈庆东 王法瑞

对话新闻当事人

访谈对象：山东省济宁市兖
州区人民法院院长 张瑞山

□ 屈庆东 杨 超主题阅读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加大简便高效办案力度，简化程序、速裁快结，用效率和热情直面案多人少矛

盾，推动司法为民驶上“快车道”。

今年1至9月，该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各类案件2099件，占所结案件的74.27%，案件审理周期平均缩短了3天，简

易程序适用率居全市法院首位，在全省位居前列。该院先后获得全国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省市两级文明单位等荣誉

称号。

济宁兖州 案件“快进快出”之中的司法速度

快速立案，化解老人心结

今年6月中旬的一天，兖州法
院兴隆庄法庭院内，寓意“多子多
福”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年逾七
旬、育有4个子女的陶婆婆却一筹
莫展地走了进来。

“我是真没法子了，孩子们为
了搬迁款闹起来了，我咋整啊？”

“您别急，先喝口水，慢慢
说。”得知陶婆婆不识字后，法庭
诉讼服务站的法官赵华光在电脑前
准备记录。

老伴去世时留下了旧房，因搬
迁要补偿 13 万余元。同住的小儿
子欲代领，其余3子女担心小儿子
想占有该款加以阻拦，4兄妹闹得
不可开交。

赵华光将记录的信息通过智能
办案系统上传立案庭，当场把传回
的立案受理书送到陶婆婆手中。

很快，4 兄妹被召集至法庭。
赵华光立足亲情和人伦，交流谈
心、娓娓劝导，最终促成他们达成
协议：补偿款全部由母亲申领、使
用。

兖州法院借力立案登记制改
革，不断强化立案信息化、规范
化建设，探索快速立案新机制，
除法定特殊情况外，所有案件登
记默认为简易程序，快速进入法
律程序。

轻刑快审，驱散小伙心头阴霾

出生于吉林省查干湖边的“90
后”小伙李龙，系国内某知名地图
搜索网站的测绘员，驾车奔波于全
国各地，随时勘测新修道路是他的
工作。

6月的一天下午，在兖州区某
路段，李龙一边开车一边看车载电
脑，不慎将一耄耋老人撞倒致死。
惊吓之余，李龙立即打电话投案，
随后协同公司筹集赔偿款交付老人
亲属。因认定为全部责任，李龙涉
嫌交通肇事被取保候审。从此，恐
惧、悔恨、忐忑交织成了李龙生活
的全部。

审理该案的法官颜世锋电话通
知李龙应诉，忐忑的李龙很快赶了
过来。为了快速审结此案，颜世锋

进行了独任开庭。通过庭审，考虑到
李龙是过失犯罪，而且当场投案自
首，又积极赔偿，还取得了老人亲属
的谅解，法院当庭宣判李龙缓刑。李
龙心头的阴霾终于散开，“谢谢山东
法官，这么快，让我终于回归正常人
的生活啦！”

兖州法院不断加强刑事案件简易
程序适用，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轻刑案件，有
效利用刑事司法资源，在充分保障当
事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独任审判快
速审理，推进“轻刑快审”。一方
面，快速审判有效缓解被告人等候
判决的心理重压，鼓励帮助其尽早
回归社会、家庭。另一方面，也使
被害人或其家属得到心理慰藉，快
速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
系，促进社会和谐。

打包审理，点亮粮农希望

今年3月，春播在即，53户农户
却愁上眉梢，冬天卖给陈某的粮食至
今没给钱，拖累着春耕的种子款也凑
不齐，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法
院。

在乡镇法庭工作多年的法官孟令
涛知道种子是农民的“命根子”，这
个时候“救命如救火”。

孟令涛发现，这些案件案情相
同，农户们也都委托了同一代理人，
随即电话通知陈某和其他农户，将
53 起案件“打包”审理，选择其中
一件争议相对较大、有代表性的案件
重点审，指导其余 52 户农户集中旁
听，以便熟悉审案的程序和自己的权
利义务。

孟令涛将这起案件当庭调解，其
余 52 起案件依次类推，经简易开
庭，也纷纷迎刃而解。

兖州法院依法探索新机制，对于
标的额小、事实清楚的“系列案”，
灵活审理，高效结案，让办案程序

“瘦身”，给当事人“减负”。

即时调解，抚平家庭创伤

杨光常年在胶东打工，5年前因
工伤造成脊柱损伤，哥哥杨大光忙前
跑后，联系住院、手术陪护，又去当地
法院打官司、申请赔偿，费尽周折。今年
夏天，杨大光从当地法院领回部分赔偿
款，自行留下2万元来折抵垫付的费用。
杨光妻子认为数额过多，少数费用没单
据，便怂恿丈夫将哥哥告上法庭。

“你常年在外打工，肯定也知道

出门办事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多。就
这大热的天儿，买瓶水喝不也得几块
钱吗？谁还想着开票吗？”在病床前
送达时，法官赵长刚说道。

躺在床上的杨光呆呆地看着墙上
的全家福老照片。

赵长刚继续试探着说：“你还剩余
不少赔偿款需要继续去当地执行，就你
现在的身体，还不得指望你哥嘛。”

说完，赵长刚又劝杨大光：“过
日子就得靠着兄弟亲人互相扶持，摊
上事儿了，你们俩患难与共，全村人
都是看在眼里的。”

杨大光满脸委屈：“我跑前跑
后，他怎么能这么不信任我？”

“亲兄弟明算账嘛。你把花销费
用耐心地说清楚就是了……弟弟现在
受伤卧床，你肯定比谁都难过。作为
兄长，你也希望弟弟夫妻和睦，下半
辈子还得靠弟媳照顾他，不也省下你
的事儿啊。”赵长刚耐心地开导。

几天后，杨光申请撤诉，兄弟重
归于好。

据了解，兖州法院始终把加强调
解工作作为民事审判提速的重要抓
手，着力引导法官做“平民法官”，
善用群众语言，唠家常、解纠纷，不
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提升办案效
率，促进案结事了。

来自农村的在读大学生小刘利用
暑假时间打工，骑摩托车不慎撞上一
违章停放的货车，不幸身亡，双方负
事故同等责任。痛失爱子的刘某夫妇
觉着天塌下来了。

法官康兆忠想到小刘当场死亡，
损失数额相对固定，并未急于排期开
庭，而是先组织刘某、保险公司、货
车方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对无争议的
损失数额当场达成赔偿协议，让保险
公司先行垫付。

近年来，兖州法院不断探索完善
交通事故专业化审判，与医疗、交
警、保险等部门良性互动，畅通事故
赔偿绿色通道，让此类案件快速高效
审理。今年以来，该院审结此类案件
315 件，适用简易程序 311 件，自动
履行到位率达到73.2%。

同时，该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
设 立 “ 巡 回 便 民 工 作 室 ”， 建 立

“110”式的法官调解服务模式，防止
纠纷由小拖大、由简变繁，迅速快捷
地处理各类纠纷，真正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适应形势 明确范围

法周刊：请问，你院是如何认识
简便高效办案的现实意义的？

张瑞山：加强简便高效办案，是
适应法院工作新常态的要求，对于提
高司法效率、提供司法便利、打造公
正司法的作用举足轻重。具体来说，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紧迫性。当前，群众的法律
意识、维权意识空前提高，许多矛盾
以诉讼的形式进入法院，而法官人数
并没有增加。今年 1至 9月，我院受
理案件 5818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20%以上，法官人均办案数已达到
135件。

二是可行性。基层法院受理的大
多数案件是邻里纠纷、轻微伤害、家
事矛盾和小额诉讼，这些案件大都事
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通过简
化程序处理，能够尽快息事宁人。同
时，我院的法官素质已经有了很大提
高，为加强简便高效办案提供了人力
资源上的可行性。

三是便民性。加强简便高效办
案，程序简单方便、诉累轻、成本
低，诉讼群众更乐于接受。

法周刊：你院着重对哪些案件实
行简便高效办案？

张瑞山：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
件范围，我们坚持不超越法定范围，
着眼于“小”字上做文章，即按照案
件类别，涵盖小标的商事案、小争议
民事案、小刑期刑事案；按照案由不
同，涵盖小矛盾家事纠纷案、小伤害
赔偿纠纷案、小事故纠纷案、小数额
劳动报酬案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
确、争议不大的案件。

另外，在有些标的额较大、证据
较多的案件中，对于适用简易程序，
当事人有约定或不持异议的，以及一
些民商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届满
时，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
序，经研究认为合理的，我们也予以
适用。

创新机制 确保质量

法周刊：在开展简便高效办案工
作中，你院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机制创
新？

张瑞山：创新立案调解机制。我
们不断强化立案信息化、规范化建
设，努力与立案登记制有效对接，探

索快速立案新机制。建立和完善网上立
案、电话立案、节假日立案、诉讼费用
缓减免等制度，进一步畅通立案渠道。
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组织法官在立案与
审判前的间隙，利用当事人登记立案后
的情绪相对平缓期，及时开展调解。

创新简易程序适用机制。在立案阶
段即实行繁简分流，除案情复杂及法律
规定必须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外，在为
群众做好释明引导的基础上，全部登记
为简易程序。坚持严把“简转普”关，
防止承办法官为规避超审限随意转换程
序。

创新送达工作机制。在传统送达方
式基础上，探索通过电话、短信、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开展送达，同时采
取集中送达、轮候送达等方式来提高送
达效能。

另外，我们注重外部力量沟通联
络，充分发挥乡镇干部、村“两委”成
员、人民调解员等人员的地缘优势，凝
聚合力，保证送达成功率。

法周刊：在开展简便高效办案过程
中，你院是如何保证案件质量的？

张瑞山：我们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在严格法定办案程序上，“削繁就

简”的同时，我们把案件审理严格控制
在法定程序内，始终坚持“简”程序不

“减”权利，加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细化诉讼风险提示，充分听取当事人对
于适用审理程序的意见，及时、正确地
提示引导当事人有序进行诉讼活动。

在审判质量管理上，针对疑难复杂
及发改案件，充分发挥审委会功能，及
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台 《审判业
务研讨概要》，指导同类案件优质高效
审理。积极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庭审
评点、裁判文书评比，有效提升法官
在庭审驾驭、法律适用和裁判文书写
作方面的三大能力，保证审判的公正
高效。

在开展办案监督上，深入推进司法
公开，将案件信息全面公开、实质公
开，让简便高效办案在阳光下进行，以
公开促公正。拓宽监督渠道，用好随案
廉政监督卡，做好办案廉政回访。发挥
法院举报网站功能，自觉全面接受当事
人和公众监督，以监督促公正。

提升能力 寻求突破

法周刊：推进简便高效办案，无疑
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你
院在这方面是如何加强的？

张瑞山：为适应简便高效办案的要
求，我们立足“三个提升”，提高法官
的司法能力。

提升思想观念认识。结合当前深入
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增强法

官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立足破解案多
人少矛盾，引导干警勇于担当、为民务
实，快办案、办好案。

提升审判业务能力。充分发挥资深
法官“传、帮、带”作用，使青年法官
尽快走向成熟，夯实“板凳”厚度，奠
定司法资源基础。同时，鼓励各庭室根
据业务特长成立研讨组，集中研讨手头
案件的疑点、难点和办案思路，择优适
用可行方案。对于其中的经验做法，形
成课题报告，全院推广。

提升群众工作水平。引导法官与群
众换位思考，甘当“平民法官”，加强
群众语言学习研究，把法律语言转换成
符合法律精神的群众语言，使群众听得
清、听得懂，借此不断提升办案效率。

法周刊：请谈谈你院下一步在强化
简便高效办案方面的工作打算？

张瑞山：我们将进一步规范简便高
效办案机制，保障简便高效办案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鼓励法官愿意用、懂得用、
习惯用，实现简便高效办案常态化。

逐步完善工作考核体系，将简易程
序适用率、群众满意率等指标细化、量
化，纳入绩效考核平台，定期通报考核
结果，挂钩评先树优，对居于倒数位次
的庭室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

延伸好司法服务。着眼于矛盾纠纷
的基层源头化解，我们将以4处人民法
庭诉讼服务站为依托，完善“巡回便民
工作室”，努力做到群众的司法需求延
伸到哪里，我们的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

兖州法院的法官成功调解一起民事案件。 周宁宁 摄

2012 年之后，诺贝尔奖又在
中国掀起一重波澜。

许是因为获奖不易，许是因为
奖项分量够高，有国人得奖，自然
弥足珍贵，舆论难以平静以待。

得诺奖，当然不易，耄耋之年
的屠呦呦老人，鲜少在公众视线中
出现过，虽然早在 2011 年就获得
了拉斯克医学奖（医学界仅次于诺
贝尔奖的一项大奖），但说她一生
埋首实验室也并不夸张，科学家的
生涯，忍耐寂寞自然是少不了的一
项修炼。但诺奖是与众不同的，她
还是要在 85 岁高龄，体验一把喧
嚣的快感。

一如莫言当年所经历的，各路
媒体纷至沓来，旧居成为景点，名
字变成商标，有人开始在网上拍卖
她的信件、亲笔签名以及同款鞋，
甚至还有人开始卖名为“青蒿素”
的盆栽和面膜。

中医火了，古药书火了，诗经
火了……高中母校将要为其塑铜
像，塑成后辈楷模。

诺奖已经足够喧嚣，可有些人
还嫌不够喧嚣。

屠呦呦和其先生曾开玩笑地
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
个客厅吧？！太少了啊！”

于是，有好事之人便跳将出
来，一篇名为“中国式奇葩：诺贝
尔医学奖不如一个戏子的婚礼”的
文章火爆了朋友圈，将黄晓明的天
价婚礼与其对比，感叹一番，来几
句“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陈词滥调。

犹记得，张万年将军逝世适逢
歌手姚贝娜去世，网上也有不少好
事之人将二者对比。貌似一碗忧国
忧民的心灵鸡汤，实则逻辑混乱的
哗众取宠。

且不说，此二人八竿子打不
着，全无可比之处，硬要比，诺奖
得主值得钦敬不错，黄晓明也非浪
得虚名，不是每个人，喊着我要当
戏子就能成为大明星的，背后的艰
辛努力一点都不会少。

更何况，科学家固然伟大，演
艺圈的人何时又沦为下九流了呢？
习近平总书记都说了，实现中国
梦，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在
自己选择的道路上，默默奋斗，取
得成功，过自己幸福的生活，都值
得祝福。

黄晓明在谈及这场婚礼时说，
自己不是王子，但为了心中的公
主，努力变成王子。如果每个男孩
都有这番志气，中国梦何愁不成。
我们需要诺奖得主，更需要每一个
通过拼搏努力抵达幸福彼岸的普通
人。

与其今日，踩着一个不相干的
黄晓明来“抬高”诺奖得主，倒不
如，多关注一下那些还在实验室里
默默奋斗着的寂寞科学家，为他们
创造更好的条件，没准儿就能帮到
下一位诺奖得主。

正如屠呦呦在接受采访时所
说：“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
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
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
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
的作用。”

面对诺奖，这位得主反而有着
比公众更多的冷静，她说：“荣誉
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
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说，要有“望尽天涯
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
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
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
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
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的领悟。

这话，是说给文艺工作者的，
其实，对所有人都适用。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繁华，宠辱不惊。这般
的人多了，诺奖也不过是平常事
了。

“猎狐 2015”再获战果
又一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回国

据公安部通报，10 月 14 日，中
国警方从阿联酋将潜逃近3年的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王某
押解回国。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2011 年至
2013 年，王某伙同他人以向阿联酋
迪拜出售农产品需要资金为名，在江
苏省邳州市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涉

案金额700万余元人民币。2013年3
月，王某从上海逃往阿联酋。

在公安部、我驻阿联酋使馆的
大力协调与推动下，阿联酋警方多
次会同我方研究具体移交方案，并
积极提供协助。2015年10月14日11
时 25 分，中方工作组押解王某顺利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办
案单位。

中秋国庆前后 686 人因
违反八项规定被曝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月14日
通报了12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典型问题。至此，该网站已在中秋、
国庆前后，连续通报了495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686人。

在这686人中，有66人受到免职或
撤职处理，35人被开除党籍；有78人
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追责，7人因落
实监督责任不力被追责。

与今年五一前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问题相比较，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数量有所上
升，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公款国内旅
游等问题数量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