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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关注“我最喜爱的
好法官”推选活动专题页面

黑龙江巴彦县法院兴隆法庭庭长刘春荣——

群众信任就是最大的快乐

刘春荣 女，1969年5月出生，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黑龙江省
巴彦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兴隆法庭庭长。

刘春荣同志长期工作在基层
人民法庭，她始终牢记一心为民
的宗旨，关心群众的疾苦，急百
姓之所急，积极深入乡镇、村屯
开展法律服务，耐心细致地化解
矛盾纠纷。她以其勤勉敬业、忠
实履职、敢于奉献的公仆情怀和
勇于担当、公正司法、清正廉洁
的职业操守，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与赞誉。她坚持办好案、快办
案，每年承担着500余件案件的
审理，多年来，她共审结案件
4200余件，平均每天审理案件
2.2 件，案件调撤始终保持在

90%以上，她所承办的案件连续多
年在巴彦县法院审判人员中占位第
一名。

2011年以来，刘春荣4次被评
为全省法院百名“办案标兵”，并荣
立个人三等功4次，曾先后荣获巴
彦县“三八”红旗手、“十佳女杰”、县
政法系统优秀干警等荣誉称号，
2014年被评为全省政法系统先进
个人、全省法院“优秀法官”，2015
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2017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推
荐词

本组稿件由白龙飞编辑整理

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兴隆
人民法庭年均受案 460 件以上，曾
一度只有刘春荣一名办案法官。为
了结更多案子，刘春荣起早贪黑，主
动放弃节假日休息，加班加点地审
理案件。

2015年4月的一天，因为过度劳
累，刘春荣病倒了，医生让她在家休
息治疗，但有一起土地纠纷案件，就
定在当天开庭。原、被告双方本来是
住了多年的邻居，但因为耕种的土地
相邻，为了一垄耕地而争执多年，甚
至大打出手，派出所也处理过他们的
纠纷，但都没有任何效果，两家甚至
扬言不惜出人命也要争这垄地。考
虑到如果延期开庭可能导致双方矛
盾更加激化，刘春荣拒绝了书记员的
好心劝阻，坚持正常开庭。

庭审时，刘春荣一边挂着吊瓶一
边组织庭审。在调解阶段，她耐心地
向双方释明法律，并请来村委会主任
一起做工作，从两家父辈就是好邻居
相处如一家人的角度，劝导双方各让
一步。看到她因高烧而通红的脸，听
着她因咳嗽而沙哑的声音，原、被告
终于被打动了，他们说，刘庭长为我
们这点事有病都顾不上治，挂着吊瓶
为我们调解，我们再争这点东西真是
对不起人家。看到他们在调解书上
签字，昔日拿刀握棒的手握到了一

起，两个“仇人”又变成了好邻居、好
哥们，刘春荣欣慰地笑了。

2015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刘
春荣正要给家人包饺子准备年夜饭，
忽然接到了值班干警的电话，说法庭
门口躺着一个老太太非要告自己的
儿女，不给处理就不走。听到这个消
息，她立即赶到法庭，说明身份后老
人终于肯进屋说话。看着老人冻得
哆哆嗦嗦，她立即让值班干警给她倒
上热水并买来吃食。从老人断断续
续的话语中了解到，老人已82岁了，
有4个儿女，都住在一个村，她在儿
女家轮流生活。因为几个儿女都说
她以前处事不公，把房子和土地分给
其他儿女，引发矛盾，这才导致她大
年夜到法庭来起诉。

了解情况后，刘春荣和值班干
警立即开车带老人一道来到了老人
的大儿子家，并让他将其余 3 个子
女一起叫来。在子女和老人都充分
表达想法后，她对老人的子女警之
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随后 4
个子女痛哭流涕，纷纷向老人下跪
认错。刘春荣当场让他们签订了赡
养协议，一场家庭纠纷就此化解。

几年来，她已走遍了辖区的每
一个社区、村屯，成了名副其实的

“本地通”，老百姓信赖她，老人们管
她叫“闺女”，同龄人称她为“大姐”，
谁家有了烦心事都喜欢找她唠唠。
曾经有人问她，刘庭长，你一天这么
累，图什么？刘春荣回答：“群众信
任我，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2007年担任庭长以来，她始终
坚持快办案、办好案，案件调撤率达
90%以上，平均每天审理案件 2.2
件，共审结案件4200余件。

148万元征地款，近百农民
工的血汗钱，执行财产流失与控
制的反复拉锯……这一切，随着
2 月 1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法官唐运
明手中的法槌落下，终于归于平
静。

“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法
院一定得为我们做主啊！”农民
工老覃的呼声至今仍回响在执
行法官罗忠布的耳边，让这个农
民出身的年轻法官觉得身上的
担子倍加沉重。

2014年3月，老覃等6名包
工头组织了近百名同乡，从广西
某机械施工公司承包了土石方
的清理工程，但是直至工程结
束，仍有近200万元劳务费被拖
欠。被逼无奈，老覃等6人走进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然而，初步调查的结果不仅
让 50 多岁的老覃掉下了男儿
泪，也愁坏了年轻的罗忠布。原
来，通过财产查询系统才知道该
公司已经濒临破产，根本无财产
可供执行。

2015年7月，就在执行陷入
僵局的情况下，一则张贴在公司
门口的拆迁公告给执行工作带
来了转机。

“因为建设南宁市轨道交通
二号线要依法征收公司厂房和
土地，由于征地拆迁手续未办理
完 毕 ，拆 迁 征 地 款 还 没 有 发
放。”罗忠布说，他确认消息后
就立即向当地财政局送达了协
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该笔征地
款。这一结果，让老覃长舒了一
口气。

“这不是简单的工作疏忽就
可以解释的，根据法律规定，你
们应当及时追回征地款，否则由
此带来的损失将由你单位承
担！”2016年8月，罗忠布对财政

局相关人员提出了严重交涉。
原来，2016 年 8 月，广西某

机械施工公司的拆迁征地款全
部到位。由于当地财政局工作
人员的交接疏漏，新工作人员压
根儿不知道法院已经冻结了该
公司的征地款，按照一般发放程
序，征地款被全部汇入了该公司
委托代理人广西某建筑公司的
账户。

“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疏漏，
我们一定全力协助法院追回已经
支付的征地款。”财政局负责人老
张当即表态，随即向法院提交了
广西某机械施工公司征地款发放
的全部资料，以及征地款汇入账
户的全部信息。法院随即将汇入
账户上的全部征地款148万元全
部划拨至法院，再次取得了对该
笔征地款的控制权，赢下了第一
轮拉锯战的胜利。

2016年9月，得知银行账户
被扣后，广西某建筑公司将一纸
执行异议申请书提交到了法院，
以该笔征地款是被执行人偿还
的欠款为由，要求法院将划拨的
银行存款 148 万元退回广西某
建筑公司。这笔征地款的归属
再次陷入拉锯。

“我们调查发现广西某机械
施工公司与广西某建筑公司的
关系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
而同为广西某建筑集团下辖全
资子公司。”执行异议审查法官
刘荣冬说，广西某机械施工公司
为避免征地款被其他债权人取
得，在集团公司的协调下，由广
西某建筑公司代为领取这笔征
地款。

2017 年 2 月 16 日，经西乡
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庭驳回
广西某建筑公司全部诉请，近百
农民工最终拿到了久违的劳务
费。

执行拉锯 久久为功
——广西南宁西乡塘区法院执结一起劳务费案件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张严方 黄明强

攻克执行难攻克执行难

执行概况

2016年，广西法院不断深化“党委政法委领导牵头、各联动部门参与，人民法院依法主办”的
执行工作新机制，形成全社会合力解决执行难新格局。

广西通过开展两个执行月活动，集中解决执行积案难案。在全区范围内组建1073个执行团
队，集中破解千件大案难案，推进解决一批难案、大案。同时发扬红七军、红八军的精神，坚持创
新驱动，利用新科技手段协助，强化执行措施，形成了“公交车上播‘老赖’”“无人飞机找‘老赖’”

“凌晨出击擒‘老赖’”“网络直播抓‘老赖’”的格局。一大批“老赖”被拉入黑名单、拘留、罚款，直
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16 年，广西全年共受理执行案件 11.7万余件，执结 10万余件，同比分别增长 37.3%和
37.9%，执结率89.67%，执行到位标的额130多亿元。

代表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广西柳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韦秋利：
这几年，我受邀参观了广西高院、柳州中院等地的执行指挥中

心，法院在充分实现信息化，建立健全联合惩戒体系方面工作成效
显著。广西高院执行指挥中心已建成全区四级专网和动态更新、
开放共享的数据管理平台，通过远程视频指挥调度、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等六大系统，实现了执行点对点查控网络全覆盖，升级完善了
执行指挥中心网络查控系统和信用惩戒平台，推动信用惩戒联动
机制建设，推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广西开启了向执行难全面宣战模式，是动真格地“硬”起来
了。社会各界也需要给予执行工作更多的宽容、配合和支持，形成
理解执行、协助执行的广泛共识。

图为西乡塘区法院院长黄坚（右二）向当事人发放执行款。 陈 建 摄

本报讯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出台“法
官讲坛”实施方案，搭建教学相长
交流平台，着力打造“法官讲坛”
文化品牌，以此强化干警“四个意
识”，培育干警“四个自信”，提升
广大法官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能
力和水平。

方案规定，“法官讲坛”每周五开
讲一次，由主讲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宁夏精神和宁夏法院精神、
宁夏法院五年发展规划和“全面提
升年”主题工作、司法改革和司法理
论及实务、新媒体时代大数据和法

院队伍建设、法院文化和法官职业
道德建设等内容，自行选题，精心备
课，开讲授课。“法官讲坛”工作领导
小组组成评审团，对讲课质效进行
评估，记入法官业绩档案，择优评选
优秀主讲人，进行表彰奖励，努力促
进“法官讲坛”品牌的成果转化。

该院号召广大法官针对审判实
务中出现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从
法律适用或从法理探讨的角度，论剑
思想，交锋观点，开拓思维，拓展知
识，在交流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争
做学习型、专家型法官，不断提高审
判理论和实务水平。 （李向阳）

固原原州法院培育“法官讲坛”品牌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认真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坚持“全员一线”，
院庭长成为办案的主力。2016年院庭长结案2918件，占全院结案总数的76%。
图为近日，该院院长张广存担任审判长主审一起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王 涛 摄

本栏目邮箱：

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来稿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床头打架床尾
和。夫妻之间吵架总是难免的,可福建省罗源
县霍口畲族乡的“上门女婿”李某因为妻子雷
某的一句狠话，连夜离家出走。近日，罗源县
人民法院畲族巡回法庭来到雷某的家门前开
庭审理这起离婚纠纷案件，在法官的倾心调解
下，夫妻心结打开，案件成功调解。

雷某的父亲在罗源县飞竹镇经营一家竹
料加工厂。2012年，衣食无忧的雷某经朋友
介绍，认识了同是飞竹镇的李某，已到适婚
年龄的二人在认识一个月后便结了婚。婚
后，“上门女婿”李某搬进了雷某家居住，并
在岳父的工厂里上班。由于家庭条件较差，
李某总是感觉低人一等，很是受气，终于在
2016年7月妻子坐月子期间，李某离家外出

打工，对妻女不闻不问。2016年9月，雷某
提出离婚并要求李某支付生活费。为此事，
家里协商过多次，又经村委会、乡司法所和
派出所调解多次，始终未果，夫妻关系冷到
冰点。

忍无可忍的雷某来到飞竹人民法庭，要求
立案解决此事。法庭调查得知，夫妻双方已共
同生活近4年，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考虑到雷
某的身体状况，巡回法庭走进了雷某家中，在
门前开庭审理本案。办案法官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耐心
讲解法律法规和中华民族夫妻和睦伦理，通过
对双方反复劝导，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夫妻双
方和好如初，李某也回归家庭，继续在岳父工
厂里上班。

图①：法官步行前往雷某所居住的村落。
图②：法官对雷某做思想工作。
图③：法官正在开展法庭调查。
图④：前往竹料加工厂做调解工作。
图⑤：法官向李某送达调解协议。

上门调解了心结上门调解了心结
洪叔敏洪叔敏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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