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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勤奋永远不嫌过分

□ 桂 西 张玮茹 黄争明 文/图本刊特稿

苍梧“权力之眼”看公平正义
2013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由于区划调整，苍梧县城龙圩镇划归龙圩区，新县城搬到石桥镇。如何解决

异地办公的影响成为苍梧县人民法院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该院以探索司法公开的新路径、新方法为突
破口，“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三步走，通过举办法院公开日、新闻发布会、“阳光评议”、巡回司法宣讲等活
动，拉近群众与法院的距离，让人民群众的“权力之眼”看清、看懂、看透法院的公平正义，增强他们的法治观
念，传递司法的温度。

一吐为快

没有入额，没有关系
□ 钟德武

公正+公开+公心=公信对话新闻当事人

访谈对象：广西壮族自治区苍
梧县人民法院院长 潘家绪

□ 桂 西 严颖峥 张玮茹

3月27日，群众代表亲身体验远程视频诉讼系统。

□ 周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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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周刊：苍梧法院把提升司法公信
力作为解决异地办公难题的突破口，是
如何具体部署工作的？

潘家绪：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学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会议上再次强调了
深化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
性。近年来，我院主动作为，围绕公信
力建设，运用“一引入二公开三释明”
的措施，增强群众对司法的充分信任与
尊重。具体内容为：

一是积极引入诉调第三方。通过组
织当地诉讼联络员、村委干部、律师代
表等各界人士对纠纷进行联合调解。由
于第三方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能从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发，对其提出合
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当事人消除顾
虑，并从“开放包容”的诉调过程中感

受到司法公信的“满满诚意”。
二是及时公开案件审理情况。司法

公开，是司法取信于民的关键，我院依
托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的契机，加强大
数据的智能化应用，构建起审判流程、
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当
事人只要输入立案时预留的电话号码和
密码，就能在电脑上对自己的案件信息
进行实时查询，拓展了司法公开的广
度。

三是建立案后释法回访机制。通过
判后答疑降低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不合
理预期，以耐心疏导让当事人理解裁
判、认可裁判、接受裁判，服判息诉。
同时，我院不定期从纪检、审监、业务
部门抽调干警组成回访小组，对随机抽
取的案件当事人、代理律师、执法执纪
监督员等进行突击回访，听取相关人士
对案件审理的意见建议，确保司法工作
风清气正。

法周刊：开展提升司法公信力工作

取得了什么成效？
潘家绪：2016 年至今，我院扎实

开展法律“六进”服务，开展送法进社
区、进学校、进乡村、进企业、进军
队、进机关活动共计 29 次。在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多种渠
道听民声、体民情、知民意，加强了与
群众的联系沟通，法院公信力不断得到
提升。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数字
上 ： 一 是 民 事 案 件 服 判 息 诉 率
90.89%，同比提高3.04个百分点；二是
群众安全感调查满意度为88%，居于梧
州市法院前列。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同
时，又带动了法院的工作，今年第一季
度我院民事调解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23 个百分点，群众更加支持、配合法
院的工作。

法周刊：苍梧法院在着力开展提升
司法公信力工作中主要遇到了什么困
难？

潘家绪：困难主要有以下两点：一

是 2013 年梧州市区划调整后，由于
苍梧县新县城办公用房尚未建成，我
院在最近两三年仍要在座落于梧州市
龙圩区的旧址办公。苍梧县管辖的 9
个乡镇都远离法院，群众居住也比较
分散，客观上增加了我们的办案难
度，这就要求我们更加主动地克服异
地办公的难题，搭建好群众和法院沟
通的桥梁。

二是农村传统民事纠纷往往牵扯
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当事人法律知
识与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
下，法官释法明理的难度很大，不仅
要体现公平公正，还要注重维持乡邻
和谐。目前，我院处于前沿阵地的石
桥、岭脚两个法庭，因为编制所限，
都存在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不足的问
题，这对高效开展定分止争工作提出
了不小的挑战。

法周刊：下一步工作中，有什么
打算？

潘家绪：要提升司法公信力，无
外乎“公正”“公开”“公心”三点。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办案的质量、效
率和效果，除了实现庭审影像、声
音、文字的同步实时刻录，还要提高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组织
代表旁听庭审的频率，有效实现内部
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有机结合；其次，
我院已全面启动庭审公开工作，利用
中国庭审公开网这一司法公开大平
台，对庭审情况进行实时直播，提升
司法工作的透明度；最后，还要强调
司法为民的“公心”，立足于异地办
公的现状，积极开展巡回办案，到
事发地解决纠纷。继续加强与当地
司法所、村委会等机构部门的联
系，建立起网格联调工作机制，将
群众矛盾化解在源头，以积极作为
的司法态度争取“第一印象分”，使
司法公信在点滴的群众信赖与认同
中积微成著。

“老兄，现在回想起来，咱当初
为了考大学，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考个当差不差的大学，学个当差不
差的专业，现在不也挺好的嘛！”当
时间迈入高考季，老同学直感慨当
初“太拼”不值当。

2005年高考至今，12年时间过
去，但一个“苦”字始终是我们挥之
不去的共同记忆。尤其是寒冬腊
月，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没有空调，
早上天不亮就起，晚上要熬夜做
题。一旦成绩下滑，更是寝食难安。

当他的结论成为“共识”时，我
看到了微信朋友圈内一则题为“人
才都是熬出来的，本事都是逼出来”
的文章。通过几个讲述曾国藩从

“笨小孩”到“中兴名臣”蜕变的小故
事，我深感，此观点值得商榷。

其实，咱们现在看高考都是从
“过来人”的角度。感觉并不需要那
么认真，那是因为增长了经验、阅历
和能力，许多“无用功”可以避免。
而当初作为“当事人”，读书就是一
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既要闯，又
要试，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学习
模式何尝容易！正因为勤奋，才能
考上能力所及的最好学校，之后才
能通过司考、公考，成为一名法院干
警！设想，如果每件事都打个九折，
那十件事下来，10个0.9相乘，最终
仅剩下约0.35了，不到四成的效果！

“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
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
难。”同理，以现在的自我议论以前
的自我当然容易，而现在要办成一
件事，哪来平白无故的成功？

其实，在人生路上，也许要善于
调整勤奋的方向和方法，但勤奋本
身永不嫌过分！

“有没有入额？”“没有入额会不
会影响很大？”这些问题成为我QQ
群近来讨论的热门话题。我认为，
没有入额确实没有关系。之所以这
样认为，不是我想在单位得过且过，
没有任何追求。

没有入额，没有关系，因为我仍
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法律工作。以
前做书记员、助理审判员，让我有机
会接触、思考案件。这次转为法官
助理，并没有剥夺我接触、思考案件
的机会。我一样能在协助入额法官
办案的过程中，运用法律为当事人
答疑解惑、析法说理，起草一份份层
次清晰、说理透彻的高质量裁判文
书。

没有入额，没有关系，因为我知
道有无入额只是岗位分工不同。审
结一个案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以
我熟悉的刑事案件为例，一般需要
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
审判机关审判等程序。法院审理再
简易的案件，至少也需要法官和书
记员两人共同完成。一旦碰到疑难
复杂的案件，就必须组成合议庭讨
论决议，特殊情形还需要提交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入额法官、法官
助理和书记员只是岗位分工不同，
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没有入额，没有关系，因为我
可以再次得到资深法官言传身教。
两年多的一线办案经历已经让我深
刻体会到办案过程的酸甜苦辣。办
案不容易，办好案更不容易。两年
多的一线办案经历也让我切身感受
到自己需要改进、积累的地方很
多。先前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
我得到很多资深法官的言传身教。
这次未能入额又再一次给我创造一
个再学习、再锻炼的机会。我会倍
加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
会，把工作做到前面，与入额法
官、书记员并肩作战，共同打造一
个个精品案件。

基于上述原因，我将“没有入
额，没有关系”作为自己当前的QQ
签名，是对别人说，更是对自己说。

■打开门：
开放日引爆“朋友圈”

“大家来到法院之前，对法院的
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严肃……神秘……”
3 月 27 日上午 9 时，苍梧法院

举办“开放日”活动，受邀而来的群
众代表在面对法院讲解员的发问时
纷纷表态。

“红字黑底的LED屏真是相当
醒目！《诉讼指南》印制成那么大一
本，翻看起来好轻松啊！”一走入诉
讼服务中心，各位代表就被法院便
民、为民的“心思”给打动了。

“法院好‘高大上’啊，完全实现
了全网络服务，输入立案时预留的
电话号码和密码，就能对自己的案
件信息进行查询，真是太方便了！”
诉讼服务中心内，群众代表黄建兰
在体验电子触摸查询机的各项功能
后，由衷地感慨道。

“除了先进、便捷的硬件设施，
苍梧法院还引入实时交互技术，打
造起了司法公开三大平台与网上诉
讼服务平台。”苍梧法院副院长叶向
前引导群众代表，利用远程视频接
访系统，现场模拟连接远程法庭，

“零距离”体验了一把网上立案、网
上送达、网上调解、网上审判、网上
信访带来的便利。

“现在苍梧法院是异地办公，有
了网上诉讼服务平台的技术支持，
就能减少辖区群众的奔波劳累和诉
讼支出，真是太贴心了！”沙头镇大
寨村村委主任甘传熙作为老陪审
员，对法院的新变化津津乐道。

“哇，太精彩了！”10时许，一阵
热烈的欢呼声、掌声在苍梧法院庭
院里响起。原来，是法警大队在为
代表们展示擒敌拳。代表们欣赏着
法警们步履稳健的基本功和英姿飒
爽的拳法，不忘给予热情的回应。

在自助服务区，代表们纷纷拿
起手机，连上法院共享的wifi，将法
院“e时代”带给他们的震撼一一记
录并分享到“朋友圈”，引起了广泛
的点赞、转发。

“司法公信力要立得起来，就需
要我们主动去贴近群众，向他们展
示更透明、更便民的法院工作，提升
群众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让法院工
作汲取到更多的‘群智’和‘群助’。”
该院副院长周文昌在法院新闻发布
会上说：“通过‘打开门’，让更多的
群众得以走进法院，感受法院日常
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拓宽了法
院与群众间的沟通渠道。”

2016年以来，苍梧法院定期举

行“开放日”、“公众日”、新闻发布会等规
模活动共十余次，接待参观、来访群众
900余人。

■请进来：
“振荡式”传播司法影响力

“啪！”4月10日上午，振奋的法槌敲
击声在苍梧法院大法庭响起，周文昌对
一起故意伤害案进行公开开庭。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庭审旁听席
上有20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群众
代表，每人手上有一份《阳光评议表》，担
任评议法院审判工作的“主考官”。

“这次庭审庭前准备充分、着装规
范，法官思路清晰、驾驭能力强、程序规
范，言行客观中立，平等保护了各方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庭审观摩结束后，苍梧
县狮寨村村支书何红辉认真地在《阳光
评议表》中“打分”。

“这样的‘阳光评议’活动，加大了审
判公开力度、透明力度，拓宽了群众参与
渠道。法院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体现
了新时期的高度担当和为民服务的满满
诚意。”苍梧县政协委员刘桂明给出了这
样的评价。

在观摩庭审后，代表们又对一批随
机抽查的裁判文书进行“打分挑刺”，并
结合所见所感，针对法院的各项工作提

出了一条条实际而中肯的意见、建议。
“五一小长假，大家都别那么认真

嘛！这样你们轻松，我也轻松……”4月
29日，被执行人刘进生自以为不动声色
地从广东回到了位于苍梧县旺甫镇的家
中，结果被法院执行局的干警“逮个正
着”。直至被带回法院的前一刻，刘进生
还在厚着脸皮地“周旋”。

而执行的现场，除了身着正装的执
行干警，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旺甫
镇旺甫村党总支部书记秦金雄，作为“执
行监督员”之一，受法院之邀前来对当天
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只见秦支书冷静
地观察着执行情况，评估着执行程序，判
断着执行行为。

“法院执行干警在工作岗位上牺牲
小我，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及时、到位的
执行活动，各项程序也做到了合法、规
范……”在见证执行后，秦金雄认真地
评价道，并在执行笔录中“监督员”一栏
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是对法院人
最好的监督与鞭策。去年以来，苍梧法
院共计 23次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
师及群众发出邀约，评议案件 17件，采
集代表意见217条。

“传统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虽然
受众广、传播快，但是对群众的震撼不够
直接，力度也不足。所以我们创新思维，

策划了一系列‘权力之眼’活动，通过
各界代表对旁听庭审、案件评议及执
行监督的积极参与，增强社会监督的
力度和透明度，借此使司法公信的影
响力获得‘振荡式’传播，让更多的群
众直面案件、亲身参与，以审判执行活
动的神圣感、庄严感与专业性来影响
群众，‘零距离’感受到法院的公平与
公正。”叶向前如此评价道。

■走出去：
“流动”+“对口”的司法品
牌

“危险驾驶害人害己，一定不要无
证驾驶，机动车（包括摩托车）都要定
期安检，按时投保，否则发生交通事
故，往往需要承担较大的责任和巨额
赔偿。”4月 23日，法院送法下乡宣讲
会上，法官何云向前来听课的群众代
表“敲黑板，划重点”。

“摩托车容易上手，村民都不愿意
去考驾驶证，保险也没人买。许多小
孩子图刺激，折腾几下便上路了，确实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法官来普法，
很及时，很必要！”石桥镇沙头社区主
任林旭乾无奈地说。

“现在村里的留守儿童比较多，还是
要加强教育和看管，但是也要注意方式、

方法，以前‘拳头教育’那一套现在
可不能用了啊，反家庭暴力法上有
明确的规定。”宣讲团的另外一个成
员——苍梧法院石桥人民法庭庭
长李超云语重心长地强调。

据了解，司法宣讲活动是苍
梧法院的传统项目，已连续开展
八年，今年以来已巡回普法8场，
受教育群众2000余人。

“潘院长，我们公司有一个员
工经常消极怠工并且违规操作，
严重影响了工作秩序，我们应该
怎么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才是合
法的呢？”2月 21日，苍梧法院院
长潘家绪一行人走入梧州桂森林
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开展司法服务企业活动，公司负
责人黎文威趁此机会向专业法官

“取经”。
“贵公司有几百名工人，管理

难度确实很大。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先通知工会，在确定该员工
没有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不能解
除合同的情形之后，就可以提前
三十天告知其公司解除合同的决
定。但是我建议还是事先做一下
该员工的思想工作，帮助其端正
态度、专心工作。”潘家绪详细地
为其解答。

实地了解该公司的生产经营
情况后，法官们还深入分析了可
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给出了防范、
化解风险的建议，并讲解了专利
申请、用工纠纷等相关法律知
识。潘家绪提出，工人的法律意
识参差不齐，管理难度较大，建议
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学法活动，引
导员工懂法、守法，更有助于维护
公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秩序。

“感谢法院领导和法官对我
们公司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
尤其是分派庭室法官和我们公司
开展对接联系，让我们少走了很
多弯路，这让我们感到很安心！”
黎文威不断地向前来送法的法官
们道谢。

近年来，该院以调查摸底为
基础，科学细分各类受众所需的
法律知识，通过走入社区、村屯、
学校、企业等单位，让“对口式”普
法惠及十里八乡。

“区划调整以来，百分之九十
的群众分布在农村各地，异地办
公如何将群众服务做到位、如何
树立司法公信是我们要解决的燃
眉之急。如今，我们通过主动‘走
出去’，一步一个脚印，以‘流动’+

‘对口’的普法夯实基础，打造老
百姓看得见、信得过的司法品牌，
不断为平安苍梧建设添砖加瓦。”
潘家绪对法院的工作成竹在胸。

看守所法征求意见近尾声：问
题的焦点集中在看守所归谁掌管

2017年6月15日，公安部官网发布
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
开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截止日期是7月15日。

近日，北京京都律师所京都刑事辩
护研究中心主办的“司法职权的优化配
置与《看守所法》的修订研讨会”举行，来
自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公安大学等

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北京的刑事辩护律
师代表参加了研讨，问题的焦点集中
在看守所归谁掌管。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
为，看守所归谁掌管，看起来是一个小
的话题，但实际上意义重大。总体来
看，看守所归属有一种呼声，要转给司
法行政机关，这是整个中国刑事司法
进步推动的。如果转隶成功，看守所
转给司法行政机关，在中国司法人权
进步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甚至可
以说是迈出里程碑的一步。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
认为，目前看守所条例是一个行政法

规，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对人身自由的
限制，是法律保留事项，好多解释好像
没有说得太准确。这是一个对人身自
由有强制措施的法律，这样的问题行
政法规是无权规定的，这种情况应该
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法律的形式
来制定看守所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毕惜茜
认为，以前打击犯罪的信息主要是
人力信息为主的，但是近年来信息
化搞得比较好了，人力信息虽然
有，但更多是靠技术手段侦破案
件。这就使看守所从公安剥离开的
难度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