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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那久违的梆声……

始终把感情修复摆在第一位

平安·印象

——江西省南丰县法院家事审判试点工作记事

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元春华 赵 霞

我的童年，是在故乡江南一个小
城度过的。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
几十年过去了，每一次想起它时，总
会幻听到孩提时更深夜静的清脆梆
声，以及压低了嗓门却极具穿透力的
“防火防盗，家家平安”的吆喝声。
梆声送我渐入梦乡，梆声伴我长大成
人。印象中的梆声，比抒情歌曲还要
多情，比甜言蜜语还要温馨。
有天晚上，好奇心促使我对这梆
声探个究竟。于是，陪着挑灯纳鞋底
的外婆，一边看小人书，一边等待着
梆声的响起。灯花挑了一次又一次，
上下眼皮打了好几次架，终于等来了
熟悉的梆声。
我一下来了神儿，赶紧跑到大门
边透过门缝瞪大双眼使劲看。空寂无
人的夜街上冷冷清清，一个白发老
人，手电筒用绳子捆住斜背在腰间，
一手提着竹筒做成的梆子，一手挥着
木棒不紧不慢地敲打，梆声如空谷幽
鸣般悦耳。昏黄的路灯把他的身影投
在石板路面上，不一会儿就从我的视
野中消失了，只听到渐渐远去的梆声
和吆喝声。
我跑回屋里，告诉外婆我的见
闻。外婆说：“他是个好人。心地不
善良，是打不响这个梆子的。
”
我记住了这个画面，更记住了外
婆的话。后来，学校放寒假要求每个
学生到街道居委会做件好事，我二话
没说就自告奋勇地选择“打更”。居
委会的大妈们和我的小同学们都惊呆
了——别人想的都是打扫街道、出墙

南丰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人口
32 万，素有“中国蜜桔之乡”和“中
国民间艺术 （傩舞） 之乡”之称，也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故乡。2016
年 6 月，南丰法院启动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以来，结合县情
和审判工作实际，全方面接地气，让
家事调解沾满泥土的芬芳。

做法官的好帮手
每天早上 7 时 30 分从南广路出门
左拐，步行 10 分钟来到法院家事调解
室，像在家一样将桌椅和电脑擦得一
尘不染，给花草浇好水。
如果有群众因婚姻家庭纠纷找到
这里，便和搭档南丰法院退休干部万
桃英一起做他们的工作。
去年 11 月，南丰县琴城镇仓山路
社区退休干部孙小兰选择以这样的方
式开始了她的晚年生活，用她自己的
话说：
“做了几十年的基层工作，已经
习惯和群众打交道了，有群众的地方
就有家的感觉。
”
在南丰，家事纠纷进入法院时，
一般暂时不立案，引导群众到家事调
解室预立案，并进行诉前调解。当事
人坚持起诉的或者诉前调解无果的，
才进入诉讼程序。
孙小兰、万桃英主要负责城镇范
围家事纠纷的预立案登记和诉前调解
工作，对于乡村的家事纠纷，她们一
般分流给片区的家事调解员做工作。
试点以来，她们对 148 件家事案
件进行预立案登记，她们参与调解 78
件，调解成功 61 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78.2%，另有 8 件分流给其他家事调解

员并成功调处。
事实上，这些在登记册“上账”
的只是小部分，很多“鸡毛蒜皮”的
家事——儿子不孝父亲要求解除父子
关系，丈夫爱打牌妻子要求法院管一
管……虽然达不到立案条件，两位大
姐也没有往外推，都热心协调处理。
在南丰法院，像孙小兰、万桃英
这样的家事调解员共有 39 名，他们大
都是来自最基层的居委会干部、村干
部、妇女主任等。
他们常年扎根基层一线，成为家
事法官的好帮手，将大量纠纷化解在
诉前，不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把文化融入调解
南丰有民谚：赓溪竹马石邮傩，
水北堡里有和合。南丰傩舞，被列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象征和
谐美好、互敬互爱的“和合舞”是主
要舞蹈形式之一。作为中国蜜桔之
乡，隐喻团团圆圆的桔文化也是当地
的一大文化特色。
在试点工作中，南丰法院始终把
当事人的感情修复摆在了第一位，将
傩文化、桔文化中引入家事审判中，
积极营造以和为美的氛围。走进家事
调解室，一股浓厚的家的氛围迎面而
来。墙上，家事审判 LOGO 以橙色为
主调，外形取蜜桔之圆形，圆润的蜜
桔里两只手紧紧相握，交会成心的形
状，篆体的“家”字放置小圆中，寓
意家庭团圆。会议圆桌、沙发代替传
统的审判台，“丈夫”“妻子”“孩子”
等名片牌取代“原告”“被告”的牌
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谐传

家久，幸福继世长”等字画挂立墙
头，洋溢着和的韵味、家的氛围。
南丰法院不仅在调解场所设置上
融入当地文化，更用群众听得懂的语
言、易接受的方式做工作。
去年 10 月，琴城镇的一对 80 后夫
妇来到法院协议离婚。按理说，
当庭就
可以送达调解书结案，
但一个细节引起
主审法官的注意。原告黄女士签字时，
有人给她打来电话，
一首《橘子红了》的
手机铃声响起。她静静地听了一下，
眼
眶泛红。这首手机铃声的歌曲，
就是被
告所唱，
夫妻感情一直都不差。但当说
到被告母亲，双方便各执一词，针锋相
对。几天后，
在陈先生家里，
几杯清茶，
几碟蜜桔，法官、双方当事人、被告父
母、被告两个舅舅、当地家事调解员等
人同坐一桌，
做起了“和事佬”
。经过几
个来回做工作，原、被告彻底打开了心
结。
统计显示，
今年 1 月至 7 月，
该院共
审结婚姻家庭类案件 111 件，调撤 85
件，判决 26 件,调撤率为 76.6%，去年同
期，结案 147 件，调撤 79 件，判决 65 件,
驳回起诉 3 件，婚姻家庭案件的调撤率
为 53.7%，提升 22.9%。

做好庭外工作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纠纷情、
理、法交织，如何促成和解一直都是
审判实践的重点、难点。
“关键是要用群众听得懂也爱听的
话做工作，让他们理解接受，重拾温
情与真爱。
”南丰法院民一庭庭长赵霞
表示。
熟悉赵霞的同事都知道，案件到

了她手里后，她会通过电话沟通，或
在法院约谈，或直接家访当事人。开
庭的当天，她会提前半小时进入审判
庭，跟当事人聊聊天。
奇怪的是，很多家事纠纷，经过
她这样“聊一聊”竟能调解结案。
赵霞的这一做法源于南丰法院家
事审判工作三项制度：庭前约谈制
度、情绪冷静期制度和案件回访制度。
按照这三项制度的要求，家事案
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可以在庭前通过
适当方式与当事人双方进行沟通，以
诊断婚姻状况、引导准确举证、明确
争议焦点、建立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
感，从而奠定良好的调解基础。离婚
案件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
不超过三个月的冷静期。在冷静期
内，对于有和好愿望的当事人，由法
官或家事调解员指导当事人签署婚姻
家庭关系修复计划书，进行有针对性
的感情修复引导。对一些婚姻冷静期
的案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调解
和好的案件，法官通过回访进行心理
疏导和正面引导，促成婚姻家庭关系
及时恢复。
今年 1 月，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
结婚不到两年的彭先生与陈女士就闹
起了离婚。经过赵霞庭前约谈，
夫妻约
定了 3 个月的冷静期。之后，彭先生时
不时能收到赵霞发来的短信提醒：
“周
末到了，
可以给她买点水果”
“情人节到
了，
买份小礼物给她哦”
。两个月后，
没
等冷静期结束，
陈女士就拉着彭先生的
手跑到法院来申请撤诉。
2016 年以来，赵霞对 59 件不稳定
家事纠纷进行了跟踪回访，回访记录
写满了她的工作日志。

强制腾房
近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
法院在“执行大会战”
集中攻坚统一行
动中，出动警车 2 台、警力 10 人，强制
执行一起案外人占用他人房屋拒不腾
退案件，
敦促李某搬离了房屋。
2008 年 12 月，田某等人向宜宾市
商业银行借款 22 万元，并将位于翠屏
区航天路 14 号的房屋作为担保抵押给
银行。还贷期间，田某等人未按照约
定如期归还银行贷款，宜宾市商业银
行多次催还未果，遂将田某等人诉至
翠屏区法院。经法院审理，依法判决
被告田某等人偿还原告宜宾市商业银
行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 281989.43 元。
判决生效后，被告田某等人未履
行判决义务偿还欠款。因此，宜宾市
商业银行向翠屏区法院提出强制执行
申请。翠屏区法院立案后，多次查找
被执行人田某等人未果。翠屏区法院
依法对被告田某等人位于翠屏区航天
路 14 号的房屋进行查封、拍卖。但
是，案外人李某以田某等人向其借款
不还为由，强制进入该房屋并居住至
今。今年 5 月 25 日，翠屏区法院书面
通知案外人李某，限令其于今年 6 月
10 日前搬出该房屋并带走自己的物
品，但李某未按通知搬离。法院遂决
定对李某采取强制搬离措施。因李某
经济较为困难，
又无住房居住，
法院为
其申请了 5000 元的司法救助金用于
租房居住，并委托搬家公司将其所有
物品搬到指定地点存放。
通过法官的释法明理，李某认识

三口之家，天伦之乐，一顿家常饭，
一起逛逛街，一同去游园……对于一个
家庭来说，这些再寻常不过。而就是这
么寻常的家庭小生活，对阿成 （化名）
来说已是奢侈而遥远——一年前阿成的
妻子起诉离婚，并取得了三岁女儿的抚
养权，现在阿成不但成了孤家寡人，还
因为抚养费问题成了案件的被执行人。
“她不让我看孩子，我凭什么给她

旬在重庆市召开，因此，以“基
层基础工作与人民法庭建设”主
题征文 （征文启事见本报 8 月 9 日
第 4 版） 截止日期延期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其他事项与内容不变，
特此通知。

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服从法院执行。
该房屋被法院查封，将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评估、拍卖，以履行田某等人欠款，维
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
图①：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图②：执行法警强行控制有危险倾
向的案外人。
图③：执行干警清点搬离案外人物
品。

【江西安义县法院】

院领导带队执行显成效
①

本报讯 自 8 月 1 日起，
江西省安
义县人民法院由员额法官院领导带领
执行团队，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集中攻
坚执行”
活动，
吹响了基本解决执行难
集结号。
该院设立 6 个执行小组，
由 6 位员
额法官院领导担任组长，
配备员额法官
及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组成新
型的执行团队，
构建了全院执行干警人

人参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大格局，
实行领导带队、
全员参与、
包案到人、
跟
踪考核机制。执行法官在乡、镇协助
下，
进村入户，
上门找被执行人，
或与被
执行人家属见面，
做好说服解释教育工
作，
形成了强大的执行氛围，
促使被执
行人自觉履行义务。据统计，
该院 8 月
份共执结案件53件，
司法拘留2人。
（张国宝 黄 燕 袁 颖）

【黑龙江漠河县法院】

举行“两学一做”基础理论知识测试

②

耐心寻找“战火”湮没的爱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朱晓云

第二届人民法庭建设高端论坛
主题征文延期通知
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中
国应用法学研究所、重庆高院和
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以“基
层基础工作与人民法庭建设”为
主题的第二届人民法庭建设高端
论坛，因故延期至 2017 年 11 月中

彭 屏 文/图

报之类的事儿，怎么他这个小鬼头却
想干这个苦活呢？有两个小伙伴怀着
好奇心，硬要与我做伴，其中一位心
灵手巧很快就用竹筒做成了梆子。头
天晚上一试，果然像模像样，只是那
男低音我们三个人怎么模仿都不像，
被居委会主任评价为“怪声怪气”。
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改成了童音原声，
三人轮流吆喝，越喊越有劲，因为他
们都听我讲述过外婆的那句话，敲响
了梆子就证明我们是好人。
离开故乡后，从古城走进新城，
从小城镇走进大城市，求学、深造、
工作，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梆声了。直
到前几年去九华山采访夜宿九华街
时，才猛然于梦乡听到久违的梆声。
待我断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之后随即翻
身跳下床，推开窗户循声望去，看到
浓浓月色浸泡着的山路上，一个和尚
身穿僧袍边走边敲着梆子。我陶醉在
这画面中，儿时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
头。想起白天在九华山公安局采访，
听说他们自建立消防科、成立僧尼消
防队之后，平均每年要扑灭火警四五
次，消灭隐患十多处，连年被评为防
火先进单位的事迹，我想：这些佳绩
中应该也有这“梆声”的一份功劳
吧？
走笔至此，忽见电视荧屏上出现
了“火险等级”的字幕报告，心中一
喜：这不就是那另类“远去的梆声”
的现代版么？虽然荧屏里没有梆声，
没有吆喝声，但是，透过那字幕，我
分明听到了一声声男低音：防火防
盗，家家平安……
啊，全民消防，生命至上！不管
是 30 年，还是 300 年，我都难忘那久
违的梆声……
（作者：江志伟 单位：安徽省
黄山市作家协会）

抚养费？”当阿成带着执行传票出现在
东港法院办案法官面前时，满脸的委屈
和振振有词。任凭办案法官如何做工
作，他都拒绝主动履行。
后来因为承办该案的法官工作变
动，这个案件分到执行第一团队，由我
负责继续执行。在详细阅卷并了解案件
情况后，根据卷宗中留下的电话号码，
我试着给阿成打电话，但他没有接听电
话。因为我们已经依法冻结了阿成的账
户，并足额扣划了抚养费和迟延履行
金，该案毫无悬念地执结完毕。
案件执结的第二天，阿成主动来到
执行局，我负责接待了他。
“你好，阿成，请坐。
”我微笑着招
呼阿成坐下，接着和他攀谈起来：“阿
成，当初如果你主动履行，咱们就不用
费这么多周折了，你看现在你不但给付
了抚养费，还要给付迟延履行金，你当
下有什么感受？”阿成依然愤慨：
“本来
我一直拿抚养费的，可是她不让我看孩

子！一生气我就不拿了！
”
看他一脸怒气，我劝慰道：“我很
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知道吗，她不让
你看孩子这是她的问题，与孩子没有关
系，你要弄清楚一件事，夫妻关系的结
束，并不等于父女关系结束，孩子依然
是你的孩子，她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你的
血，她永远是你们老成家的子孙，这是
如何也改变不了的 。”阿成听了我的
话，若有所思。
我趁热打铁：“阿成，你的孩子还
小，她尚不能主动找爸爸，当她长大
了，她终会站到你的面前。这时候，你
愿意让女儿指责你不曾养过她，连抚养
费都不拿吗？”
“朱法官，我可以看看抚养费交到
几月份了吗？”沉默许久的阿成突然开
口说。我翻阅了一下卷宗：
“2017 年 1 月
份，下次从 2 月开始给付。”阿成认真地
记下这个日期，
说：
“朱法官你说得对，
我
应该继续主动拿抚养费，抚养孩子是我

③

的义务，
不能因一时之气，
耽误孩子的成
长，她现在还小，不懂事，孩子毕竟是
我的血脉，以后会理解我的，绝不能让
孩子以后埋怨我不养她。
”
我笑了笑，说道：“对嘛，以后主
动给孩子付抚养费，不要再走执行程序
了 。”“ 谢 谢 ， 谢 谢 朱 法 官 ， 我 知 道
了。”阿成连连道谢着离开了。是啊，
当在心中勾画出了当下那个小女孩长大
了站在爸爸面前的模样，他怎么舍得不
养她？
看着阿成的背影，我感慨万千：没
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而往往因为夫
妻关系处理不好而忽视了孩子，更有甚
者，夫妻的“战火”湮没了对孩子的
爱。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更加耐
心细致一些，帮助他们拨开迷雾，看到
心底本真的爱，那么人间会增添更多温
暖与美好，社会会增添更多和谐与希
望。
樊艳潮/整理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漠河县
人民法院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两学
一做”基础理论知识测试。
此次知识测试分为选择题、判断
题、简答题、论述题四个题型，旨在
检验党员干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学习成效，检验党员干警对党章党
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漠河法院通过“两学一做”基础
理论知识测试，教育引导党员干警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正确
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
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同时，也
帮助党员干部查找在学习教育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查缺补漏，进一步增强
学习效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开展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营造浓
厚的学习氛围。
（张昊明）

近日，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开展“秋季风暴”集中执行活动。活动当
天，该院共拘传“老赖”11 人，执结案件 7 起，追回执行款 30 余万元。图为
在抓捕“老赖”途中车辆抛锚，为争取宝贵时间，执行干警赤脚踩泥将车辆推
出。
葛庆勋 刘雪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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