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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有“欧亚大陆桥的明珠”之誉。1946 年 4 月 28 日，哈尔
滨正式建立人民政权，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同年 8 月 23
日，哈尔滨地方法院建立，它是在全国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建立的
人民法院。

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解放区政权建立之前，只有农村根据地的司

法管理经验，城市与农村无论是经济形式、民众利益诉求，还是诉讼习
惯上均有较大差异。哈尔滨解放区正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民主政
治的试验田。

面对困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胆尝试，用实事求是的精神为
其他解放区和新中国的城市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哈尔滨地方法院：人民法院“进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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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之初严审反革命案

应如何看待从解放初期到建国之前这段发生在大城
市的法制史？记者采访了黑龙江大学从事中国法制史研
究的孙光妍教授。

记者：哈尔滨地方法院的成立对于哈尔滨解放区和
整个东北解放区有何意义？

孙光妍：第一，解放初期，汉奸、特务、土匪等反
动势力蠢蠢欲动，哈尔滨地方法院的成立为维护社会秩
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使人民群众

“掌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是稳定新生红色民主政
权的保障。第二，哈尔滨地方法院的设立是中国共产党
建立司法体系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政权建
设向城市政权建设,由区域法制建设向国家法制建设转
变的重要实践基地，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的革
命司法体系的建立。第三，哈尔滨解放区的司法建设是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权践行新民主主义城市司法建设的
开端，其司法建设的内容不仅对东北解放区产生深远影
响，同时也影响到新中国司法组织法规及诉讼法规的起
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哈尔滨解放初期在实行民主政治、尝试建设
法治方面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孙光妍：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
市，是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战略后方和东北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通过成立哈尔滨临时参议会、
颁布《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及其他系列法规、建立革命
政权的司法体系、满足城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等，实
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政权建设向城市政权建设转折，
由区域法制建设向国家法制建设的转折。

记者：哈尔滨地方法院成立初期，当时的人民政权在
尚无统一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审判依据问题？

孙光妍：哈尔滨地方法院成立后，为了妥善解决纠纷、惩治犯罪，稳定社会
秩序，在尚无统一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哈尔滨解放区民主政权在审判实践中进行
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尝试，经历了从沿用旧法到新法旧法并用，再到适用新法、新
政策的三个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以解放区的革命政策法令为主、限制性的使用民
国法律、适用苏联法以及外侨的善良风俗等多元并存的审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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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建
院70周年。70年栉风沐雨，今天的哈尔
滨中院下辖18个基层法院、65个人民法
庭，共有在编干警 2662人。70年来，哈
尔滨中院如何看待和发扬这段红色传
统？记者采访了哈尔滨中院院长步延
胜，哈尔滨中院原审判员、原刑一庭庭长
梁万栓。

记者：您认为重谈“红色司法”对于
法院工作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步延胜：我理解，“红色司法”应该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最初形成
阶段所建立的司法制度，其中，包含坚持
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加强各种形式的
诉讼调解、强化便民诉讼和便民审判、服
务中心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等
内容。“红色司法”由于其反映和
维护的是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大
众 的 根

本利益，从而使它成为了向国内外敌人
斗争的有力武器，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因此，我认
为，重谈“红色司法”对于更好地继承优
良的司法传统，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借鉴作用。

记者：哈尔滨中院作为中心城市历
史最悠久的法院，是如何继承和发扬“红
色司法”传统的？

步延胜：“红色司法”传统，应该是
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进行传承的过
程。本届党组对于继承
和传承“红色司法”有四
个方面的基
本体会。要

想做好法院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自觉
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必
须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实际落实好中
央关于司法改革的各项要求；必须继
续深化从严管理，着力规范司法行为，
确保司法公正。

记者：听说哈尔滨地方法院建院
之初就有对冤假错

案的防范机制？
梁万栓：我于 1947 年参加工

作，1955年调入法院系统。1946年
哈尔滨地方法院是第一审法院，当
时无上级人民法院。为防止错案，
法院施行以再审形式代替二审的方
式。即当事人不限于对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才能申请再
审，而是对刚宣判的判决或裁定如
不服即可申诉，由该院另换审判员
再次审理，起到了保证案件质量的
作用。而这种对冤假错案的防范机
制，则是从哈尔滨地方法院建院之
初即有的传统。

行程万里 不忘初心
本报见习记者 乔文心

1946年 8月 23日，中共哈尔滨市
委派邵天任接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地
方法院、区法院和监狱。当时，在
伪满法院工作的日本人已经全部撤
走，中国籍员工只有 109 人。人民法
院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法院队伍状
况，停止使用国民党“六法全书”，简
化诉讼手续，实行便民诉讼，依据党
的政策、政府法令、法规开展审判工
作。

哈尔滨解放之初，一些日伪残余
和恶霸、地主、富农及其他一些社会
渣滓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企图颠覆
新生人民民主政权，还有一些不法之
徒趁混乱之际抢夺枪支，为非作歹，
大肆进行刑事犯罪活动。

哈尔滨地方法院建立后，立即投
入了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日伪残余势

力颠覆破坏活动的斗争。同年 9 月 9
日，建院仅17天，由哈尔滨地方法院
院长邵天任担任公审法官 （审判长），
市长刘成栋、市参议长李国钧、松江
省民主政府主席冯仲云陪审组成特别
法庭，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姜鹏飞，企
图颠覆哈尔滨市民主政权、阴谋组织
叛乱的国民党特务李明信，扰乱社会
治安危害民主的巨匪崔大刚等重大反
革命案件进行了公审。9月11日，3名
反革命罪犯被执行枪决。

当时的法院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特别是杀人、抢劫、强奸、流氓等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作为刑事审判
工作的重点。到1949年，共审理这类
一审刑事案件4808件，占同期一审刑
事案件总数的73.2%，共判处犯罪分子
1511人。

记者从《哈尔滨市志·政权志》了
解到，哈尔滨地方法院建院初，只有一
辆马车，主要供院长开会使用。审判
人员办案多系徒步或乘公共汽车，工
作环境较为艰苦。解放初期面临的更
大问题是缺少能够管理大城市的干
部以及缺少司法工作人员的状况。

出于开展工作的需要，哈尔滨解
放区采取了既选任新的司法干部，又
留用部分旧司法人员的做法。在旧
司法人员中选用57人从事民事审判
工作。

记者在哈尔滨中级法院档案馆
所藏历史资料中看到，1946 至 1949
年，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受理各类一审
民事案件5521件，审结5278件。

“民事案件中婚姻纠纷案件最
多。”曾在哈尔滨中院历任审判员、刑

一庭庭长的梁万栓告诉记者，哈尔滨
市解放后，开始废除束缚妇女自由权
利和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合
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到 1949 年第一部婚姻法颁布
前，哈尔滨地方法院共受理离婚案
件 2698 件，占民事案件受案总数
的 48.9%

审判程序方面，在全面推行马锡
五审判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哈尔滨市
的审判实践，总结出携卷下基层、就
地调查、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公开审
判、注重调解、简化诉讼手续等便利
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
群众的诉讼程序和制度，为新中国依
法开展民事审判工作，加强人民法院
的民事审判建设做了可贵的探索。

走进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58
号，这里已经成为哈尔滨市第一中学
空旷的操场，原本建立于此的哈尔滨

地方法院已在城市建设中悉数拆除，
如今只能通过旧照片来体味这座欧式
古典建筑的风貌。

探索寻找人民司法路径

在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
案中，一份 1948 年制定的《人民法院与
区民事调解工作之联系办法（试行）》里
有这样的字句“严格注意法治精神、用法
治来具体体现民主政治”。

鉴于当时哈尔滨有 20 个国家的侨
民，每年发生涉外刑事和民事案件近
500 件，人民法院对机构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撤销书记庭，增设秘书室、外事
庭、法警队。监狱设生产科、教育科、事
务科、管理科和 7个工厂。实行劳动与
教养结合，改造犯人为新人。

记者了解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与以
往农村根据地时期的司法审判相比，逐
步走向正规化。如 1948年 10月 24日施
行的《哈尔滨特别市民事刑事诉讼暂行
条例》中，规范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诉
讼审理的程序，规定审判必须使用通俗

易懂的法律术语以及法台、法槌等法庭
形式。

1948年颁布的《辩护人出庭辩护规
则》《关于诉讼程序上的规定》《哈尔滨
特别市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哈市人民
法庭暂行条例》《哈市临时人民法庭暂
行条例》和《哈尔滨特别市民事刑事诉
讼暂行条例》等，形成了哈尔滨解放区
规范性、具有国际特色的城市司法特
色，对稳定“城市法治秩序”起到了关键
作用，为新中国司法建设奠定了基础。

1948年，“哈尔滨地方法院”改称为
“哈尔滨特别市法院”。1949年，改称为
“哈尔滨市人民法院”。1955年，改称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6 年，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哈尔滨
中院与原松花江地区中院合并，成为当
时全国干警人数最多的中级法院之一。

城市司法渐成体系

图为1946年的哈尔滨地方法院。

哈尔滨地方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国民党特务闫钟章等
死刑。图为公审大会现场。

1946年9月哈尔滨地方法院召开第一次公审大会，当场判处组织武装
暴动的反革命头目姜鹏飞、李明信死刑。图为公审大会现场。

哈尔滨地方法院原址作为哈尔滨中院办公楼使用哈尔滨地方法院原址作为哈尔滨中院办公楼使用，，图为拆除前旧照图为拆除前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