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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提升阳光司法的“用户体验”对话新闻当事人

访谈对象：广西壮族自治区蒙
山县人民法院院长 张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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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陈华

一小步与一大步

□ 桂 西 蒋 旅本刊特稿

蒙山 法官“走出去”播洒“司法阳光”□ 严国民

我的第一案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法院立足山区法院工作实际，通过建立网格化基层平台、多元化活动形
式、亲民化服务方式，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升级，与县9个乡镇、82个村民委员会（社区）、62个村
屯和谐农事协会搭建起“县乡（镇）村屯”四级阳光司法网格化站点平台。法官们走村入寨，深入田间地头，有效推进
了阳光司法的基层化、群众化进程，让群众接近司法、了解司法、参与司法，增加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的认同感，进
而更加支持司法审判工作。

一吐为快

初进法院，我就被分到执行庭
担任书记员，从事发送执行通知书、
财产调查等执行辅助工作。相较执
行员的忙碌而言，我要轻松许多，很
多只是完成指令，重复机械性的事
务。

2016年10月，组织上决定让我
独立办案，这也意味着持续近两年
的“轻松”将与我说Byebye，我的角
色也将从协助过渡到主导。今后，
如何赢得申请人信任、如何最大限
度查控可供执行财产等，都需要独
立思考、亲力亲为。

两年多的法院工作经历，让我
明白：大多数情况下，诉讼程序仅是
对合法权利的确认，想“真金白银”
兑现需借助执行程序，因此我倍感

“压力山大”。
首个案件是一起离异夫妻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一审、二审，
被执行人仍心存怨气，扬言要跟申
请人同归于尽。想起申请人无助的
表情，那些天，一遍、两遍、三遍……
我耐心地在电话里给被执行人述
情、讲理、普法，他的态度慢慢缓和，
答应到法院面谈。后来在我背靠背
的调和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并在
三天内履行完毕，当事双方都向我
表达了谢意，被执行人还检讨了先
前的过激言语。

我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分享给师
傅毛卓渊，他笑着说：“现在，你终于
体会到辛苦付出后有所收获的喜悦
了吧。”是的，我确实很开心，兴奋驱
散了这些天的疲劳。因为我用自己
的努力，化解了一起纠纷，案结事也
了。

当事人的感谢化作无穷动力，
激励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更快更
好地兑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不是在执行，就是在去执行
的路上。”这是一个同事的 QQ 签
名，也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真实写
照。于我这个执行新兵而言，今后
还需要在执行的路上快马加鞭！

“今天，我们不拘于一格，不
摆席卡，不着制服；不形于一态，

‘三项工作’，全面出击；不定于一
尊，切磋交流，畅所欲言。虽然新
年刚迈出一小步，但‘三项工作’
要迈出一大步！”今年 1 月 18 日，
在我院 2017 年青年法官研究会的
第一次活动上，活用总书记讲话，
我的总结发言引发共鸣。

自今年年初被院党组安排主持
办公室工作后，我顿时感受到了身
上沉甸甸的担子。调研、信息、宣
传，这个在法院被俗称为“三项工
作”的工作，是由办公室统筹推进
的。虽然这是不少青年干警畏之、
惧之乃至避之的“大难题”，但又
是提升综合素养的“必答题”。在
其位，谋其政。如何做好办公室工
作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起 跑 决 定 后 程 。 我 决 定 在
年初以开展一次青年法官研究
会为突破，在精心准备了一本

《范文汇编》 的同时，更引导干
警们提前“备课”，带来素材一
起讨论。

改变以往单纯地“压担子”和
“填鸭式”的做法，大家交换着思
想的“苹果”。讨论和交流中，智
慧在激荡，共识在凝聚，通向彼岸
的“桥”和“船”初步成型。

短短三小时，一种信念就在青
年法官们心中生成：“三项工作”
难不难？难！但难不倒坚定者！

“三项工作”累不累？累！但累不
垮搏击者！“三项工作”苦不苦？
苦！但苦不住奋进者！

创意一小步，进取一大步。我
也默默地激励着自己，面对新的岗
位，没有蜜月期，压缩适应期，把
握机遇期，走好人生每一步。

■丰富“阳光司法”形式：
让群众“看得见”且“喜

欢看”

“阳光司法就是全方位、能动
地把司法办案的全部程序向社会公
开、透明的司法活动，确保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从根本效果
来说，就要看人民群众是否喜欢，
是否需要，这就要我们多动脑筋
了！”对于阳光司法工作的开展，
蒙山法院副院长秦永炎有着自己独
特的见解。

“今晚的节目，让我印象最深
刻、也最喜欢的就是小品《赡养风
波》了，向我们全程展示了法庭开庭
及调解的过程，原来法院是这个样
子的，庭审程序很规范，法官居中说
理说法，不偏不倚，公开公平公正审
判。”近日，蒙山法院在蒙山镇哪啦
自然村“法治教育文化园”开展“推
进特色司法服务，构建和谐法治乡
村”主题晚会，村和谐农事协会会员
李华斌观看后讲述了自己的感受。

活动现场，法官们还教群众怎
样运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加入法院微
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用手机了
解法院各项服务信息和审判执行工
作，现场发放各类诉讼服务中心功
能材料，详细介绍诉讼服务中心升
级版建设的服务亮点及便民功能。

“手机扫一扫，诉讼指南、文书
范本、风险提示、诉讼费用计算等
36 项诉讼服务信息一览无余，方
便、快捷、环保，还可以看到阳光
庭审信息，谁都可以申请参与，这
样的平台真给力！”哪啦村村民黄德
坤登录法院官方网站浏览后赞叹不
已。

“这既是普法的大舞台，更是阳
光司法展示的大舞台。”蒙山法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主任覃建斌说，2016
年以来，法院积极推进阳光司法工
作形式创新升级，开展“法治联欢
会”、“瑶乡法治歌圩”等各类活动
20 余次，受众 6000 余人，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展示法院开展立
案、审判、执行等工作的全部内容。
该院还积极向学校、社区、乡镇、村
屯等推广法院官方微信、微博、网站
等新媒体应用，宣传法院四大公开
平台信息，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

“掌上服务”。

■调节“阳光司法”频率：
变群众“听得到”为“常

听到”

“听说今天是黄村人民法庭的

阳光庭审日，我们可以到圩庭去旁听庭
审，看看法官是怎样审案的！”

“又开庭了，挺好的，上次我还参
加了现场阳光评议呢！”

2016 年 10 月 9 日，正是蒙山县黄
村镇“圩日”，黄村人民法庭对大化村
刘某才诉黄某富相邻纠纷进行“阳光
庭审”，周边群众纷纷前来观摩，这已
是该庭当年开展的第 16 次阳光庭审活
动。

除了“圩日阳光庭审”，更贴近群
众的“板凳法庭”也是蒙山法院特有巡
回法庭品牌。

未建成的房屋前，挂上庄严的国
徽，拉起巡回法庭的横幅，凹凸不平的
地面，摆放好几张红色塑料小凳，放上
原告、被告、审判员、书记员的牌子，
一个简陋的“板凳法庭”便齐全了，法
官穿上法袍便开始“坐堂问案”。

“我们建房的好日子，他们骂得太
难听了，便和他们打起来了，我老婆脚
都被摔骨折了，花去 3000 多块钱，他
们都不赔，我气愤不过才断他们的水，
阻他们的路……”

“你填了我们家的地，伤了树苗，
你不赔还有理了，我就是要告你！”

2016年 11月 22日在新圩镇双垌村
荷村十三组，“板凳法庭”巡回开庭审

理黄某家建房挖地基所引发的相邻关系
纠纷，20 多名当地群众在现场见证庭
审的全过程。

“你们双方不要吵，巡回法庭就在
你们纠纷现场开庭，你们要把心思放到
解决问题上来！”刚开庭，双方便激烈
争论起来，彭泽连法官边劝说边到现场
勘查。

“地和树苗都被你家挖宅基地的土
埋了，树苗钱肯定要赔的，但是堵路和
切断水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骂人打
人都不对，伤人又伤感情还可能违法，
大家既是远亲又是近邻，应该和谐相
处！”经过彭泽连三个多小时调解，黄
某同意用同等面积林地兑换损坏庞某的
油茶地，并接通水管，疏通道路，庞某
支付医药费用434元。

蒙山法院副院长潘建华介绍说，近
年来，蒙山法院各业务庭、派出法庭积
极推进常态化“阳光庭审”制度的建
立，通过大屏幕提前预告阳光庭审活
动，还结合各法庭工作实际，打造“瑶
乡法庭”、“旅游法庭”、“板凳法庭”、

“圩日法庭”等阳光庭审品牌，让基层
群众随时了解案件的进展，了解法院工
作情况，法官也可以方便快捷为群众提
供法律服务。

2016 年以来，蒙山法院三个人民

法庭开展各类“阳光庭审”活动、主
动公开庭审现场370余件，开展巡回
开庭、巡回调解289次，有效化解群
众矛盾纠纷300余起。

“近年来，蒙山法院巡回开庭、
阳光开庭频率逐年提高，让人民群众
近距离了解了司法活动的整个程序，
有利于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进行阳光
监督！”文圩镇大龙村村民陆兆铭对
蒙山法院推进阳光司法工作表示由衷
赞赏。

■催升“阳光司法”热度：
使群众“摸得着”并“攥到

手”

“钱已经拿到手了，‘阳光执行’
就是好，有大家作见证，执行法官为
我做主，太感谢你们了！”2016年 11
月，执行法官黄世友打电话确认是否
收到执行款项时，蒙山镇甘棠村农民
工刘某、黄某满怀感激地说道。

2013 年，刘某、黄某等 34 名农
民工一直在蒙山县某超市打工，2014
年 10 月以来，该超市便先后拖欠他
们工资 22 万余元。后超市因拖欠租
金被迫关店，超市负责人更是一直拒
绝支付拖欠工资。

于是，刘某等 34 人先后向
蒙山法院提起诉讼，案件进入
执行阶段，超市负责人仍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2016 年 5
月，蒙山法院执行局对此案开
展“阳光执行”行动，邀请蒙
山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
区群众及媒体代表 16 人从该案
进入执行程序开始，对案件进
程各个关键节点进行全程监督。

强制执行现场，16 名代表
对执行过程进行现场监督，法院
进行微博直播执行过程，法官宣
读执行决定书，依法按程序对超
市相关财产进行了查封、冻结、
拍卖。

“这样的执行方式让我们都
看得到，依法依规，在群众监督
见证下进行，有问题和意见我们
可以当场提出，保障了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将纸上的公平
正义落实到当事人手中！”见证
执行的蒙山镇文平村村支书蒙刚
对此次“阳光执行”活动予以高
度评价。

蒙山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黄世
友说，该院积极探索“阳光执
行”新方法，始终保持“阳光执
行”热度，让群众感受司法温
度，通过“走出去”方式，让人
民群众及当事人“实打实”了解
执行工作程序、信息。在工作中
做到执行全程留痕，邀请电视台
对执行现场实录、实播，促进执
行工作公开、透明；通过电视、
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典型案
例，向公众宣传执行工作，依托
新闻媒体平台、法院电子屏、街
道社区公告栏公布“执行老赖”
名单，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确
保群众权益落到实处，攥在手
中。

截至 2016 年 11 月，蒙山法
院开展“阳光执行”活动案件
287 件 ， 占 全 部 执 行 案 件 的
44.63%，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群众代表及社会各界参与

“阳光执行”活动 489 人次，全
年执行到位标的额 3612.733 万
元，标的到位率为66.61%。

“公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
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
方式得到实现，阳光司法更是
要‘走出去’，到基层去，到群
众中去，让更多的群众知道人
民 法 院 是 做 什 么 的 ， 做 了 什
么，如何做的，做得好不好。”
这是蒙山法院院长张献民对于
该院升级阳光司法工作提出的
目标要求。

法周刊：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蒙山法
院为什么要实施阳光司法工作“走出
去”战略？

张献民：基层法院工作面对最多的
就是基层群众，群众的需求就是最重要
的。而要满足群众对于法治的切实需
要，就要让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公平正
义，让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有更加具
体、直观的认识和认知，这样他们在遇
到纠纷时才不会走极端，才会运用法律
手段来解决问题。

要让群众知道阳光司法是什么，阳
光司法对他们有什么益处，仅仅依靠

“引进来”的方式，还是远远不够的。
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通过公众开放
日、阳光司法等“引进来”的方式，涉
及的人群数量少、范围不够广泛；二是
参与的社会公众普遍反映形式单调，庭

审的严谨性及程序的有序性等特质，让
一些群众感觉与自己无关；三是法官们
认为单纯的“引进来”方式无法全程展
示法院工作的全景。“走出去”的方式
更接地气，更全面地反映法院工作的整
个过程。

所以说，让阳光司法工作“走出
去”既适应了群众需求，“接地气”、

“贴民心”，又让更多的群众知道人民法
院是做什么的，做了什么，如何做的，
做得好不好，扩大了阳光司法的影响
力，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法周刊：蒙山法院是通过哪些举
措让群众更加关注、接触到阳光司法
活动，并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的？

张献民：我院非常重视阳光司法工
作的稳步有序推进，有计划、按步骤地
打造阳光司法的制度化、常态化、亲民
化。为此，我院成立了阳光审判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构建阳光司法工作机制，
创新工作形式，量化服务标准，还专门

制订了《蒙山县人民法院“阳光司法”
等十四项实施细则》，将“阳光审判”
工作责任逐项进行分解，把工作任务分
层分解到各个业务部门和法官个人，通
过责任分解和督查落实，发挥集体力量
和个人智慧，确保阳光司法工作有序开
展。

同时，还将具体要求和形式创新贯
穿到立案、审判、执行等司法审判各个
环节当中去，通过“阳光送达”、“巡回
法庭”、“阳光调解”、“见证执行”等形
式把庭审活动发展到群众中间去，打响
蒙山阳光司法品牌知名度，提高广大群
众对司法审判工作的关注度，每项活动
都尽量设计互动交流环节，如：问答游
戏、法官判我来评、模拟庭审等，让群
众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司法审判工作，
激发群众求知欲和参与度。

另外，我们选择一些当地反响比
较强烈、案情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巡
回开庭并同步庭审直播，讲身边人、
话身边事，通过小品、快板、相声、

栏目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形式
以案说法，满足群众对司法的本质
需求。

只有“走出去”了，群众才能经
常感受到，群众才会喜欢看、认真看
并从中有所体会，才达到阳光司法

“走出去”的根本目标。
法周刊：蒙山法院对于阳光司法

工作将来的开展还有何具体计划和实
施步骤？

张献民：阳光司法工作要继续深
入推进，首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求，其次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便是工作推进的
第一步。结合当前形势来看，手机的
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微信、微博、
客户端等新媒体的运用也越来越广
泛，四大平台的建设很好地推进了阳
光司法工作的网络进程，因此让更多
类型的法院新媒体参与到阳光司法中
来，打造人民群众的“掌上”的阳光
司法建设将是大势所趋，我院也将借

信息化的东风，让群众不出门便随时
可以了解阳光司法工作，参与到阳光
司法工作中来。

丰富阳光司法活动类型，将“走
出去”与“引进来”系统地结合起
来，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的服务需求
是我院坚持迈进的第二步。大量的案
件审理都是在法院、法庭里完成的，
结合这个最大的实际，“引进来”这
一传统方式，也是有必要的。在工作
中，可以公开的一律公开，庭审程序
内容做细做实，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并认真给予答复，提高群众参与积
极性与主动性。同时，我们还要主动
邀请更加广泛的社会各界参与到阳光
司法活动中来，让他们因参与司法而
了解司法，因了解司法而信任司法。
从而，将“走出去”与“引进来”两
手抓，并且两手都要硬，让阳光司法
工作内外开花遍地香，广泛监督才能
让审判工作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正
义。

2017年1月28日，法官莫春在蒙山县哪啦自然村开展法治宣传，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刘星芸 摄

地下代孕“交易”暗流涌动 百
万元可选性别

由于涉及安全、伦理、女性权益等多
方面问题，代孕在我国一度饱受诟病并
被官方禁止。而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及全面二孩的开放，“代孕合法化”的讨
论再次兴起。

2017年2月8日召开的国家卫计委
新闻发布会上，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
安表示，下一步卫计委将根据相关法律，

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行为。
毛群安指出，根据国际上的一些

情况看，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
和社会问题的复杂问题，国际上绝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是禁止实施任何
形式的代孕，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
员进行处罚和刑罚。

这一表态被视为对近来“代孕合
法化”讨论的回应。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不少家
庭囿于生理因素无法生育二孩，处于
灰色地带的代孕产业为高龄女性生育
二孩提供可能，关于“代孕合法化”的
讨论再次兴起，人民日报2月3日刊发

的《生不出二孩真烦恼》一文将“代孕
是否应合法放开”再度推至公众焦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
方、北京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
等几位专家呼吁有限开禁代孕，部分
网友将此解读为代孕解禁的信号。该
文在新浪微博上达 4168.5 万的阅读
量。

据一代孕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所
有的代孕都是和私人医院合作，那些说
三甲医院的都是骗子。可以选择孩子
性别，不选择孩子性别的话，整个套餐
医疗费用和代孕妈妈工资所有费用是
70万元，选择孩子的性别是1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