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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短评

微言大义

观点

法治时评 ▷▷
严打医闹，更要畅通纠纷处置渠道

魏文彪

严打涉医违法犯罪与疏通医
疗纠纷正常处置渠道双管齐下，
才会更好地减少医闹行为发生，
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医务人员的权
益与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方案》，决定自7月起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严打“医
闹”。《方案》中特别明确，公安机关要选
派优秀民警和辅警进驻医疗机构，加强
对医疗机构安全工作指导。公安机关
对正在实施伤害医务人员行为的，必须
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必要时依法使
用武器、警械。

一些患者或其家属与医疗机构发
生医疗纠纷后，试图采取非理性方式解
决问题。部分患者或其家属甚至还聘
请“职业医闹”到医疗机构闹事，实施殴
打医务人员、损害医疗设备等行为。这

些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犯医务人员的权
益，破坏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严厉
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是依法切实维护医务
人员权益、维护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之
所必需。

国家卫计委等9部门联合开展严厉
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要求公安机
关选派优秀民警和辅警进驻医疗机构，对
医疗机构的报警求助快速反应，果断处
置，坚决制止，对正在实施伤害医务人员
行为的，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必要时
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对殴打医务人员、严
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依法予以治安管
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不得拖延、降
格处理；人民法院及时审判，依法准确定

罪量刑，对于犯罪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深、
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依法从严惩处等
举措，无疑有利于有效震慑各类涉医违法
犯罪行为，起到减少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发
生的积极效用。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需看到，除了部
分患者或其家属希冀通过医闹行为获得过
高赔偿目的之外，当前部分地方医疗纠纷
处置机制不够健全，医疗纠纷处置渠道不
够通畅，也是诱发医闹行为的原因之一。
当前部分地方医疗纠纷处置仍然是由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专
家主要是由医疗机构专家组成，从而导致
医疗纠纷调解、处置缺乏独立性，并由此而
导致患者或其家属对医疗纠纷调解与处置

缺乏信任，进而采取非理性方式求取纠纷
得到合理解决，诱发医闹行为发生。

所以，在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严厉
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各地还有
必要进一步完善医疗纠纷调解与处置机
制，有效疏通医疗纠纷正常处置渠道，如
尽快建立由法律专家、律师、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参与其中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
解、处置机构，有效增强医疗纠纷调解、处
置的独立性。同时，简化医疗纠纷法律诉
讼程序，缩短医疗纠纷案件办理时间。如
此严打涉医违法犯罪与疏通医疗纠纷正
常处置渠道双管齐下，才会更好地减少医
闹行为发生，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医务人员
的权益与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青年法官何以不忘初心
赵增强

法院的青年法官要始终做到
不忘初心、胸怀理想、勇于担
当，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
圣使命。

7 月 1 日上午，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在发表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
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要
求“全国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
荣历史和伟大历程，坚定不移跟着中
国共产党走，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为
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
出绚丽光彩！”作为法院的青年法官
们，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时，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胸怀理
想、勇于担当，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
予的神圣使命。

不忘初心，就是时刻不忘自己的
法官身份，时刻不忘在宪法和国徽下
许下的法官誓言。作为青年法官，唯
有常怀一颗为民的“初心”，持之以
恒地在法院岗位上恪尽职守、勤勉工
作，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就
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忠于党、忠于
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院
人，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审判权的人民
性，明确“我是谁、依靠谁、为了
谁”的正确答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在法院的执法办案中践行
群众路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次，
就是要增强大局意识，我们的院领导
必须坚持从大局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
的习惯，引导干警彻底摒弃“地位低
下”“人微言轻”的错误心理，正确
处理好大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的关
系。最后，就是要淡泊名利，做群众
的贴心人。

青年要胸怀理想，作为青年法官
就要有坚定的职业理想，胸怀大志、
目标高远，有为公平正义奋斗终身的
远大抱负，有淡泊名利的从容心态。
勇于承担艰巨的工作任务，要积极务
实，敢想敢拼，满怀奋斗激情并且付
诸实际行动。

青年要勇于担当。青年法官作为
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需要勇于担
当，于困境中找到出路、于困难中找
到办法、于无望中创造可能、于可能
中办成事情，不断开拓法治建设的新
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改革
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我
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为此，我们的青年法官更需要
做好法律的捍卫者，不受利益诱
惑，不受权势胁迫，对于挑战法治
原则的人，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挺身
而出坚决斗争，用自己的行动捍卫
法治的尊严。或许我们会因此而失
去很多，但终将换来更多人对法治
的信心和对法治的坚守，这是法治
建设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新一代
年轻法官应当担当的历史责任。同
时，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
一切”，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落实在行动上，
自觉做好本职工作，认真践行司法
为民这一神圣宗旨，真正“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努力争做一名合格
的人民法官。

“偷填志愿”涉嫌侵权应严惩

据报道，贵州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
生网上报名系统 6 月 29 日零时正式开
启，当天凌晨1时50分许，杨维嘉第一次
登录系统准备填报志愿时，发现系统中
大部分志愿都填写了自愿放弃，只有高
职（专科）平行志愿1那一栏填写了湖南
都市职业学院。

原来，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工作人员
利用到学校开展招生宣传的机会，获取
部分考生信息，然后通过qq聊天、施以
招生承诺等获取考生的准考证号和登录
密码，并借此给学生“偷填志愿”，把学生
的报考志愿填写为自己的学校。这样一
来，考生除了报考该院校外，几乎没有选
择其他院校的余地。发生这样的事，确实
让人惊诧不已。

考生自行填报志愿不仅是个人选择
求学途径和机会的权利，同时更是个人
选择成才途径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容
其他任何人干预和侵犯的。个别高等职
业院校之所以对部分考生实施“偷填志
愿”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招来生源。而
这种行为却明显建立在侵犯考生权益的
基础上，建立在违反有关招生规定的基
础上，存在明显的侵权和违纪，对这样的
行为，理应严惩。

首先，公安部门可以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对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和学校依
法依纪进行从严处理，并及时撤销其违
法行为。其次，教育部门应从规范招生管
理、规范办学管理的角度，对涉事院校进
行调查，并依据高等院校管理规定进行
从严查处。同时，招生部门应依据实际，
对被“偷填志愿”者进行人性化的志愿选
报援助，在考试法规许可范围内，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为被“偷填志愿”的考生启
动选报志愿重启，确保考生不因“偷填志
愿”的意外等丧失求学和成才选择的机
会。

考生所在学校、家庭、招生部门更应
该进一步加强考试信息隐私保护教育，
引导考生和家长注意保护自己的考试信
息和隐私信息，最大可能地保护考生权
益，从根本上消除“偷填志愿”畸形发
生。

——许朝军

法律面前就该没有“自己人”

7月10日，针对婚车无牌等涉牌涉
证突击检查行动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查处了 12 辆违
规机动车，其中有3辆为公安系统人员
驾驶。面对“同行”的求情，执法者对违规
的“自己人”没有手软，顶住了压力，公事
公办，赢得围观市民拍手称赞。

尽管按照法律要求，交警依法处罚
违规驾驶的警察只是正常执法，是“应该
做的”，但与一些执法者“人情执法”对
比，“应该做的”也有可贵之处，也有积极
意义，具有教育和示范作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基本的
法律原则，在法律面前就该没有“自己
人”。在执法实践中，执法者的心中也
应该没有“自己人”的观念。民众希
望，执法“去自己人”形成常态，成为
普遍现象，执法者“不认自己人”成为
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不仅在交通
执法过程中“不认自己人”，在其他执
法监管过程中也应该“不认自己人”；
不仅在群众在场的情况下“不认自己
人”，没有群众在场时，也一样“不认
自己人”。

什么时候，执法者“不认自己人”成
为稀松平常的事情，执法就更加理性，更
加规范，法治建设也就到了一个新高度。

——李英锋

学学黄志丽的“手艺”
郭春雨

个人自发组织的募捐缺乏有
效的监管约束，不利于大众建立
对慈善的信任，严重的还会败坏
慈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据报道，7月8日，根据公安机关提
请，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检察院及时对
俞某等人非法募捐一案提前介入。经审
查，俞某等人为救助在洪水中受灾村民
而组织募捐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但违
反了有关法规，遂建议公安机关妥善加
以处理。三山区检察院认为，俞某等人
没有非法占有捐款的故意，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但未经申报审批即发起募捐违
反了民政部《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该院将这一审查意见告知公安机
关，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有关村民予以

批评教育，并按照有关规定对所接受的捐
赠款项予以妥善处理。

根据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
经过批准的义卖、义演、义展等大型救灾捐
赠或募捐活动，都属于违法行为。我国只
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红十字会、慈善会、
公募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才有资格
依法公开募捐。为救助在洪水中的受灾村
民而组织募捐，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否则很难对其账目进行有效监督，此种
募捐也会成为一种非法募捐行为。

从实践看，虽一些私自组织的募捐行
为是善意的，但不排除有人假借慈善之名
牟取私利。慈善之所以要强调专业化、组
织化，就是因为目前慈善募捐主体比较多，不规
范募捐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部分公众对慈善活
动不信任。在笔者看来，俞某等人以为受灾村民
筹款为由组织的募捐活动，可以考虑与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管理，而单纯地以个人名义发起的募捐，则
僭越了设定的法律红线。

即便是善意的募捐，也应讲究信息公
开、账目公示，个人自发组织的募捐缺乏有
效的监管约束，不利于大众建立对慈善的
信任，严重的还会败坏慈善在公众心目中
的形象。

这次检察机关对俞某等人非法募捐一
案的介入，具有可贵的标本意义，可以让类似
的善意募捐行为自觉依法依规进行，避免非
法募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有助于规范
慈善捐赠行为，引导慈善事业良性发展，让慈
善事业真正惠及那些需要帮助的受灾群众。

善意募捐亦不得僭越法律红线
黄春景

王宝桂、郭志阳：本院执行申请人中国银行丰泽支行、蔡伟
健与你二人借款纠纷案件过程中，因你们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本院依法拍卖你二人址在泉州市丰泽区湖心街登湖楼
705室房屋及室内财产清偿债务，并由竞买人张冬梅以 755000
元竞得。本院作出（2014）丰执委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将房屋
权属转移给竞买人，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李霖：本院受理的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内蒙古锦达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未在执行通知规
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本院已依法将你
所有的位于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89号滨江北斗园 1#楼
2401单元房产予以查封并交付福州名实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
估价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出具名实估报字[2016]FG06-01

《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上述房产估价值为人民币299.27万元。
现本院以（2015）台执字第143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房
产交付拍卖，拍卖形式为网络拍卖。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述评
估报告、执行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
达。你若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以书面形
式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产，拍卖所得款用于抵偿债
务。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邓海平：本院在执行李新军、张耀文等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对你所有的湘LF8652号小轿车价值予以评估，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请你于公告期满后3个工作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10时准时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参加公
开随机选定本案评估专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届时不到场不影
响评估机构的选择。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嘉禾县人民法院
庞斌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范强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书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5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

尹吴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垒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送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湘
1227执 69号执行通知书、（2016）湘 1227执 69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2016）湘 1227执 6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本院已对你所有坐
落于新晃县新晃镇竹王大道金橘佳苑 2幢车库 24房 1间（产权
证号：00028679）予以查封，现责令你在收到本公告后 3日内自
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该查
封的车库。你应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相关
执行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雷慧彬、曹昭辉：关于申请执行人罗育兰与被执行人雷慧
彬、曹昭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5
年8月3日作出的（2014）耒巡民三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10月26日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依法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4条的规定，
责令你立即履行下列义务：一、支付申请执行人借款本金
313000元；二、支付申请执行人本案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三、承
担本案案件受理费6050元；四、承担本案相关执行费等。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姜清云（身份证号码：432502196405070074）：本院受理康

长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康长松申请执行（2015）冷
民二初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湘
1381 执 559 号执行通知书和（2016）湘 1381 执 559 号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冷水江市人民法院
赵安明（430224196710052737）：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株

洲市云龙金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
行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湘 0202执 449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
为送达。履行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的五日内。逾期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湖南]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张鹏、邓迎春：申请执行人湘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
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潭民二初字第49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张鹏、邓迎春至今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拍卖被执行人张鹏名下位

于湘潭县石潭镇南区的房屋一套（产权号：潭房权证湘潭县字第
00021223号），以偿还本案债务。本院经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上述房屋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49.3万元。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
依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应于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逾期未提出，视为同意上述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
产。自公告期满后二十日内你们到本院抽签选择拍卖机构，否则
本院将随机选取，并由所选取的拍卖机构公告拍卖时间并进行拍
卖，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公告送
达本案的其他执行文书，直至本案执行完毕。因此而致你们不利
之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 [湖南]湘潭县人民法院

许伟：本院受理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罗永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张家界泰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
的泰业房估字第[2016]QF008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该报告载明：你所
有的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宏天绿城D1-1901号商品房一套的评估价
值为395053.00元，评估单价363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

谢清林：本院受理刘彥萍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友森：我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年 5月 9日作
出的（2016）湘 0481执 32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你所有的位于
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云森商业城 1幢 2层 201（房产证号：
耒阳市房权证蔡子池字第 00087084号）房产。因你拒不履行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故本院依法委托湖南明诚房地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对上述的位于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云森商业城1

幢 2层 201（房产证号：耒阳市房权证蔡子池字第 00087084号）
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湘明评字（2016）第06150701号房地产估价
报告，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1244.94万元。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李友森、陈满凤：我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李友森、陈满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
请执行人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2015）耒巡民
二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湘0481
执321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拍卖所涉告知事项，本院不再另行告
知。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王先英：郭泽香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
令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日内按照（2015）澧民红初字第
943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王跃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红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3日内来本院选定评估机构，逾期本院将
依法选定评估机构。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胡洁：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志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武民初字第 01059号民事判决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评估报告书、拍卖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自公告期满次
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何轩宇：本院受理张志刚申请执行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
法院（2015）芦法民一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自公告期满后次周三到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参加机选鉴定、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拍卖机
构、现场勘察、领取鉴定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相关权利。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贺泽民：本院受理彭旭颖申请执行你（2015）雨法民一初字第
810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及执
行决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肖继恩：申请执行人王永梁与被执行人王文正合伙协议纠纷
一案，本院（2010）青民二商初字第 1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3）青执字第206号。
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出追加你为被执行人，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追加你为被执行
人申请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淑苹：本院受理单振明申请执行（2015）北民初字第 5241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天津嘉鑫典当行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李会
鹏典当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本
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李会鹏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东
升里 7-3-111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后经本院司法辅助办公室进
行拍卖三次均流拍，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对标的物进行公告变卖。变卖标的
物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东升里7-3-111号房屋，（建筑
面积 41.86㎡，用地面积 8㎡，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变卖价位
为人民币 36万元（第三次拍卖保留价）。如有意向购买者，请速与
本院联系。联系人：顾建国，联系电话：022-83615729。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陈哲：本院受理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执行你

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行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云昆国信证执字第18 号公证书，于
2016年4月18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人陈哲至今未履行
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条的规定，现责令被执行人陈哲于2016年7月20日之前将位于
昆明市红塔东路12号滇池卫城蓝调公元10幢3单元第一层102号房
屋腾空并移交本院。如逾期拒不执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云南]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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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号召
各级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深入开
展向黄志丽同志学习活动。这将黄志
丽的典型价值又提升到新的层次。然
而，向黄志丽学习，如何才能把真经学
到手，做到学以致用，确实值得深入思
考。笔者以为，向黄志丽学习，要着力
学学她办案的“手艺”——用法官心证
说服当事人，大力开展法官心证和法律
观点的积极释明，将释法析理贯穿始
终，让当事人理解并信服司法的公正。

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的积极释
明，泛指能够促使让当事人在诉讼中
穷尽证据资源，选择正确的诉讼请求、
诉讼主张及进行抗辩、举证、质证的实
体性释明。开展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
的积极释明，能够有效提高案件审理
质量和效率，提高法官审判能力水平，
促进司法实质公开，保证司法公正，提
升司法公信。但由于我国目前司法面
临的形势比较复杂，有些当事人的法
律意识还不高，可能由此会认为法官
未审先定，偏向一方当事人，产生抵触
情绪，以致在审判实务中，法官心证和
法律观点的积极释明开展的分寸、时
机、角度均较难把握，一些法官怠于开
展，最终成为邹碧华在《要件审判九步
法》中所大力呼吁解决的“许多法官容
易忽视的问题”和“目前审判实践中存
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而黄志
丽办案的“手艺”，恰恰回答了这一点，
并成为黄志丽从合格法官走向优秀法
官的秘诀所在，值得我们认真推敲、鉴

赏、辨析和学习。
黄志丽审理一起建筑工程纠纷，

上百户业主把开发商告到法院。当
时，黄志丽赶到现场，对被告说：“按合
同约定，违约金想赖是赖不了的，幼儿
园也得建，拖得时间越久，你的损失就
越大，企业的形象也没了。”最后，经过
反复协调，引导开发商与业主达成了
调解协议。这起纠纷就是因为黄志丽
对被告讲清了对该案中合同的看法，
并指出法律后果，开展了法官心证和
法律观点的积极释明，最后再经过协
调努力，使案件圆满解决。

黄志丽在社区工作室处理过一起
刘阿婆在楼顶天台养鸡纠纷。调处中，
善于观察的黄志丽发现自从刘阿婆与
邻里闹僵，小朋友都不和刘阿婆的孙子
在一起玩和做作业了，影响了孩子的学
习。于是，黄志丽就此做刘阿婆的工
作，讲清其孙子学习与养鸡的利害，最
后，一起难缠的纠纷顺利解决了。仔细
观察，这起纠纷还是由于黄志丽公开了
法官对当事人养鸡与邻里关系的看法，
开展了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的积极释
明，最终使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从黄志丽先进事迹所报道的大量
案例中，可以找出很多她在纠纷处理
中，适时、恰当亮明自己对案件的看

法，亮明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包括道
德评析、利益取舍观点），最终使案件
顺利解决的案例。这是黄志丽办案的
普遍规律。

黄志丽自2002年以来，办结5000
多件案件，没有发回改判、没有信访投
诉，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
绩。在其总结的工作法中，非常重要的
一条即是“将释法析理贯穿始终，让当
事人理解并信服司法的公正”。这一条
的结果是司法公正，过程是释法析理贯
穿始终，内涵是善于用法官心证说服当
事人，推进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的积极
释明。这也是黄志丽能够做到息诉服
判、胜败皆服的“手艺”。

当前，学习黄志丽，要务求实效，
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着力掌握其善于
用法官心证说服当事人、推进法官心
证和法律观点积极释明的办案“手
艺”，学以致用。

首先，要认真推敲、辨析黄志丽先
进事迹的核心要素所在，积极学习钻
研，明晰其内涵实质。用法官心证说
服当事人，积极开展法官心证和法律
观点的积极释明，这是黄志丽先进事
迹的核心要素。对此，要加强学习，悉
心推敲，品鉴把握释明的时机、方法、
分寸、角度。

其次，要精于平衡，善于取舍，权衡利
弊，兴利除弊，勇于探索实践，积极推进工
作。黄志丽办案的“手艺”和“绝活”，不是
说学就能学、说干就能干的。用法官心证
说服当事人，开展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的
积极释明，并不容易做好。但这项工作，
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是主流，是方向。
这样做，可以充分让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
就解决问题，在庭审和判前的时候就能够
预判自己的胜败输赢，举证、质证、认证在
法庭，辩论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把纠纷解决在庭审上，并有利于判后息诉
服判、上诉申诉乃至信访。特别是司法改
革后，员额法官实行办案责任终身追究
制，充分发挥庭审功能，把各类矛盾纠纷
解决在庭审之中，避免以后留下隐患，这
是最佳的选择。

三是要文理双修，不断提高，提升积
累从合格法官走向优秀法官的素质条
件。法官不仅要懂得法律知识，还要懂
得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甚至是建筑
工程等理科知识，掌握法哲学知识。不
仅要善于在庭审中解决问题，还要做庭
外工作，做群众工作，能审时度势，掌握
节奏，知其凉热，把握火候，顺势而为。
大力开展法官心证和法律观点积极释
明，提升积累从合格法官走向优秀法官
的素质条件，推进司法实质公正，保证司
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

广大法官学习黄志丽，应当着力学习她的“手艺”——开展法官心
证和法律观点的积极释明，将释法析理贯穿始终，让当事人理解并信服
司法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