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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法官大情怀
——记全国法院先进个人、海口秀英区法院西秀法庭庭长何声章

曾洁爽

全国法院全国法院““双先双先””风采榜风采榜

本报讯 去年以来，江苏省盐城
市大丰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上级法院
工作部署，不断深入探索多元纠纷化
解新路径，推出“平安三报”，对基层加
强社会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该院围绕平安建设、法治
建设，坚持每月向辖区各镇党委政府
报送“平安月报”，通报涉案情况、典型
案件，将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快速反馈
给党委政府，助力党委政府精准施

策。“平安专报”则围绕大丰区委中心
工作，高度关注涉重点工程、重点项
目案件办理情况，不定期向区委汇报
重大敏感典型案件，最大限度促进矛
盾纠纷有效化解。此外，该院还紧紧
把握审判执行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全面整合工作信息，及时向当地
区委区政府报送“平安年报”，有针对
性地提出意见建议，促进问题解决。

（吴 丹 曹金晶）

【江苏盐城大丰区法院】

“平安三报”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图为何声章（中）做当事人调解工作。 资料图片

个人简介：何声章，
1976年7月生。2006年2月
入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
工作，2010年11月调入海
口 市 秀 英 区 人 民 法 院 ，
2011 年 8 月任该院少年法
庭副庭长，2014 年 4 月任
该 院 西 秀 法 庭 副 庭 长 ，
2015 年 1 月至今任西秀法
庭庭长。2015 年度获评全
省优秀裁判文书评比优秀
奖，2016 年被评为全省优
秀法官，并记个人三等功。

“把法律用活，成为法律与当事
人之间的桥梁，用法用情用心帮群众
解决问题。”这是何声章一直以来的
信念。

2014 年初，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西秀法庭成立，何声章受命担任
法庭负责人。当时的西秀法庭仅有1
间办公室和1间法庭，包括何声章在
内，仅有3 名工作人员，条件简陋，
人手紧缺。何声章克服困难，率领全
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年度
人均收案数超过500件，审限内结案
率 100%，案件调撤率近 50%。时任
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
如此批示：小法庭有大本领，在社会
治理中有大作用！

“何法官，我到家了，这一趟真
是多亏了你啊！”2017年7月底，何
声章接到一个来自河南的感谢电话。

三天前，一个台风天的傍晚，来
自河南的货运司机张某满脸焦急，来

到西秀法庭，请求帮忙讨回10800元
运输款，并劝说收货方尽快卸货，让
其早日返乡。原来，张某通过电话接
受了托运人陈某的委托，将 18 吨洋
葱从河南运至海南，交由收货方熊某
收货并支付运费。张某赶在台风来前
将洋葱如期运到，收货方熊某却以洋
葱质量不符合标准为由拒绝收货。

何声章和书记员来到蔬菜批发市
场，发现因天气炎热，洋葱已有腐坏
迹象，若得不到妥善处理，损失恐怕
更加严重。

何声章当即找到收货方熊某进行
劝说：“台风马上要到，蔬菜供不应
求，正是销售的好时节，洋葱虽有点
小瑕疵，但并不影响销售啊。”经过
释法说理和反复劝说，熊某态度终于
松动。何声章再向张某分析现状，说
服张某作出一定让步，最终张某和熊
某达成调解协议，熊某现场收货并付
张某7000元运费。

“人民法庭服务的就是最基层的群
众。”何声章说，“自己披上了法袍，就
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急群众之所急，
用心、用爱去定纷止争。”

近年来，随着海口市行政中心西
扩，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西秀法庭辖
区的房产买卖纠纷、劳动争议、征地补
偿纠纷案件大幅增长。何声章主动作
为，敢于担当，妥善审理涉客货滚装轮
码头、美安科技城等重点项目案件，并
做好判后释法说理，让当事人胜败皆
服，不因个案诉讼影响项目进程。

2017年8月，针对一起港口建设施
工安全生产事故纠纷，何声章与当事
人、工地、当地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多
方协调，最终促成纠纷双方达成协议，
并为当事人作出了司法确认裁定书。一
起拉锯近一年的纠纷，在何声章的协调
下圆满解决，原告没有花一分钱，就拿
到了足额的赔偿。

今年元旦刚过，何声章受理了一起

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原告在被
告承包的项目工地施工时从高处坠落，
多处受伤。双方就赔偿问题一直纠缠不
清，原告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后续医
疗费用。经何声章当庭调解，除前期治
疗费用外，被告当场支付原告3.35万元
结案。该案原告系外地来琼务工人员，
年前拿到了赔偿，终于可以安心回家过
个团圆年。

面对案多人少的压力，何声章发挥
主观能动性，扎根基层，主动创新，走出
了一条符合基层实际的纠纷解决之路。

2014 年，西秀法庭成立初期，何
声章就积极与当地司法所协调，形成了
诉调对接机制，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一条
方便快捷、零成本的纠纷解决渠道。当
年7月，西秀法庭针对一起亲兄弟争宅
基地的纠纷案件，作出了秀英法院第一
份司法确认裁定书。因工作突出，何声
章两次受邀为人民调解员授课，讲授调
解经验。

2017 年，针对送达难题，何声章
与辖区行政机关协调，发挥网格员熟悉
社情民意的特长，协助法庭找到故意躲
避的被送达人，成功送达法律文书。秀
英法院将西秀法庭的先进经验推广，与
秀英区司法行政和民政部门联合，推出
人民调解员协助法院诉调对接，网格员
协助法院送达、执行机制。

小小的西秀法庭，在何声章的带领
下，热心服务，公正办案，创下了一个
又一个的新纪录，打通了服务基层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2017 年，因工作出色，何声章被
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
人”。面对成绩，何声章总是很谦虚，
认为自己所作所为不过是一名法官应尽
的责任。他常说，法官肩上扛着的是当
事人的殷殷期望，有爱心、有恒心，不
忘初心，和谐解决群众纠纷，才能无愧
头顶的国徽。

旧时欠租、欠债的人必须在旧历新
年到来之前清偿，过年像过关一样，因
而有“年关”之说。每一份未履行判决
都仿佛一份欠账，需要执行法官去兑
现。自从成为执行法官，过年如过关的
体味尤其深刻。

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大街小

巷开始张灯结彩，年味十足。忙碌了一年
的人们也都陆续放下工作，回到家中或打
扫浆洗或与亲人团聚，准备迎接新年……

“难道你们是铁打的，不需要休息
吗？”凌晨五点半，一辆长途班车慢慢驶
入永丰县汽车站，刚下车的刘某被我们
拦住，瞬间目瞪口呆。

2013 年 8 月，宁某被刘某所骑摩托
车撞伤致八级伤残，负全部责任的刘某
却在支付了最初的8000元医疗费后“人
间消失”，宁某遂诉至永丰县法院，后经
判决刘某应赔偿宁某各项损失 12 万余
元。案件很快进入执行阶段，但找不见
人、寻不到财，每次接到宁某电话我都很
难受。今年2月初，我们得到线报称刘
某将于小年后返乡过年，经过研判我们
认为其很有可能乘坐凌晨时分班车返
乡。于是从小年当日开始每天均派出两

组执行人员分别在长途车站及其家附近
蹲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四天
将其逮获。

“这几年在外面东躲西藏根本就赚
不到钱，实在是赔不起，请你们再宽限我
一年！”没想到说到正题时刘某依然坚持
无力赔偿，甚至摆出一副大不了被拘留
几天的样子。于是我们一方面继续对其
做思想工作，大量抗拒执行被重罚的案
例让他防线稍有松动，另一方面则对其
随身物品进行了搜查，当我们将搜查所
得的一张余额一万余元的存折放到他面
前时，他甚至还辩称这是别人的账户别
人的钱，自己只是帮忙代管。

“明知有法院判决尚未履行，却使用
他人银行账户隐藏、转移财产，属于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这是犯罪
行为，可能要判刑的！”见刘某尚未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拿出了一份本院
刚刚宣判的刑事判决书。

“我一定尽力筹钱！”或许是最后的
侥幸心理被击破，刘某表示将配合执
行，并要求给其亲友打电话。大半天
后，刘某弟弟带来了10万元现金，加上
存折上的1万多元，差额不大了。

我立即拨通了宁某的电话。听说
刘某在法院，宁某又惊喜又意外。这些
年跟宁某通过无数次电话，他从最初的
愤怒到后来的无奈，甚至绝望，每一次
不论是接听还是拨打他的电话我的心
情都异常复杂，这一次是通知他前来领
取标的款，我终于不用再忐忑。

回家路上不断传来“新年好”的歌
声，“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宁某这一
关算是通过了，希望接下来也都能“闯
关”顺利！ 陈春英/整理

执行法官“闯关”记

江西省永丰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副局长 陈庆荣

本报讯 日前，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刑二庭采用远程视频方式，
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 10 个案件
的审理工作，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

自2015年以来，重庆五中院大力
推进远程视频开庭提讯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了辖区法院、辖区监狱远程视频设
备的全覆盖。远程视频开庭的设备调
试、庭审排期等工作由法警支队负责，
符合条件的刑事二审案件和减刑假释

案件都将优先适用远程视频开庭，不仅
节约了将被告人提解到庭路途上花费
的时间，让案件之间紧密衔接，还提升
了法官庭审效率并节省了大量警力，有
效缓解人案矛盾。2017年，该院采用远
程视频开庭的二审刑事案件达425件，
占二审刑事案件开庭总数的72.5%；通
过远程视频开庭方式提押被告人474
名，占二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总数的
69.2%。 （尚 博 侯凯耀）

【重庆五中院】

远程视频开庭促审判质效提升

【辽宁大连旅顺口区法院】

“四大班子”节前走访慰问实打实
本报讯 (记者 王军忠 通讯

员 邢成勋) 春节前夕，辽宁省大连
市旅顺口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
该区区委书记带领下来到旅顺口区人
民法院，认真听取了该院干警们对区
委、区政府的意见和需求，并向全院干
警送上新春的祝福。

“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对该区法
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承诺对法
院建设发展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

的意见和需求将全力给予保障。
“深切感受到了区领导的关心厚爱，
感受到了全区人民的希望和期盼，
院领导班子将团结带领全院干警坚
持不断深化司法机制改革，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强化审判执行工作，
致力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为辖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
远令表示。

农历腊月二十九，离除夕只剩一天，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的
法官不顾严寒，驱车来到东台市东台镇北海社区居委会，巡回审理一起赡养案
件。原告94岁高龄的胡奶奶育有四子一女，近年来，由于对赡养方式意见不
一，以及怀疑赡养费转手进了个别子女腰包，导致赡养纠纷。案件审理过程
中，法官耐心倾听双方心声，苦口婆心给一家人讲法理、说道理，经过近3个
小时的努力，解开了彼此的心结。之后，原、被告当场达成调解协议，向法官
一再表示感谢后，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

图为邀请村民旁听并进行道德评议。 丁剑雨 黄 敏 摄

栏目邮箱：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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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天寒地冻，河南省洛阳市
西工区人民法院组织20多名干警对一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洛阳某家具公司向某银行借款400万
元，并由洛阳某培训学校作担保。约定到
期后，借款方没有及时还款，引发诉讼。判
决生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多次
传唤被执行人，但其拒不配合法院工作。为
啃下这块“硬骨头”，该院组织20多名执行干
警，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
赶赴被执行人公司所在地。但是，公司已被

转卖，被执行人早已不知去向。执行干警毫
不气馁，马上赶往担保人某培训学校所在
地。该学校法定代表人张某被执行干警堵个
正着。经过几番思想工作，张某仍拒不履行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执行干警带回法
院，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图①：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图②：向企业了解被执行人情况。
图③：对担保人讲解法律知识。
图④：对财产进行查封。
图⑤：干警将担保人带回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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