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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执行力度真
中，俺代表银行谢谢大
家了。”8 月 24 日，河
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执
结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银行代表景某看
到 320 万余元执行款转
到银行账户后兴奋不
已，将一面印有“秉公
执法 廉洁高效”的锦
旗送到了执行干警手
中，并竖起大拇指对干
警表示感谢。
黄宪伟
李太善 摄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杨芳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建院初期集体合影。
曾桂云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的一名老法官，
从改革开放初期组建基层法院开始，
他 就 在 这 里 工 作 ，直 到 去 年 办 理 退
休。前不久的一天，老曾来到我的办
公室，进门便递过来一张发黄且有几
道轻微折痕的集体照。
“伙计，这东西
有用吗？”在他的询问中，我顺手接过
照片琢磨起来。
照片变黄了，
起褶了，
照片上的人有
的我能辨认出来，
有的连见都没见过。
老曾开口了：
“ 伙计，这可是咱法
院组建后的第一张集体照。”
“就 21 个人？”
我问道。
“对，男男女女 21 个，不多不少！”

资料照片

老曾肯定地回答着，不紧不慢地把照片
上的人一个一个指给我看。
“这是咱们第一任院长老夏，
这是第
一任刑庭庭长老辛，
这是第一任民庭庭长
老廖，
这是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兼法警队队
长老梁，这是第一任告申庭庭长……”突
然，我听得出他讲着讲着声音变了，
感觉
到他似乎被什么东西深深地触动了，
神情
也越来越凝重。
稍停片刻，只听老曾像在自言自语：
“这 6 个老家伙，当时全是从部队下来
的，一晃几十年，
他们都去见马克思了。”
说到这里，他的眼里泛着泪花。
在我们法院，老曾是个出了名的老
烟枪，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我赶紧抽出一

支烟给他点上，只见他叭哒叭哒吸了两
口就停下了。
“刚组建法院那阵子，我们
都不懂法，大家到上边培训了十几天就
上岗了 ，接下来就是一边办案一边学
习。有时白天办案，
晚上回家自己看书，
从没人叫苦叫累。
”
“唉，
老辛这家伙。
”他把视线又回到
那张照片上，指着照片上的那个稍胖点
的人说：
“当时他是刑庭庭长，虽说在部
队受过锻炼，可往审判台上一坐还是有
些紧张。那天是他第一次开庭，值庭的
法警是范志强和另外一个，不想他宣布
完开庭后接着扯开嗓门大喊‘请法警把
范志强带上来！’那声音像军人在操练，
我们一听当场蒙了，本来是让法警带被
告人，却被这老家伙变成了叫一个法警
带另一个法警上来。为这，全院的人差
不多偷偷笑了半个月。
”
老曾还告诉我，
建院初期，
我们法院
的办案条件很差 ，先后搬迁过三个地
方。开始时，老法院是在乌石街一栋旧
平房里，
巴掌大的几间屋子，
办公阅卷开
庭一揽子事都在那里完成。后来就搬到
了凤北路的一栋两层小楼和检察院挤在
一块办公，
小楼上挂了两块牌子，
几十号
人上班不是面对面就是背靠背，夏天没
有空调，又挤又热，到了 1992 年才搬进

后来的法院。
前一支烟抽完了，老曾又抽出一
支燃上，缕缕青烟不停地从那暗红的
烟头上飘散开来。
“看到法院的不断变
化，我心里既高兴又舍不得离开。”他
掐灭烟头，停了停又接着说“上星期，
我在家翻出这张老照片，望着这些老
家伙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到这东西保
存下来的可能不多了才送来，也许它
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
“有用有用，
”我赶紧说：
“明年初，
咱们新审判楼就要开始动手布置文化
建 设 场 所，您 的‘传 家 宝’太 有 价 值
了！”听我这么一说，他那张苍老的脸
上才有了一点微微的笑容。
望着老曾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热
热的。四十个年头，我们法院从无到
有，
一切都在发展中改变，
又在改变中
发展，靠的不就是一代一代法院人心
怀梦想，
初心不改，
还有那久久不变的
为民情结吗？我们法院虽小，在变与
不变中，
先后涌现出“全国十大杰出女
法官阳映红”
“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文
华”
，
先进辈出，
可歌可泣。我想，
作为
一名法院干警，
不管是离开的，
还是新
来的，
是财富就要守护，
好作风就该永
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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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进校园
全小晴 王丽华 徐忠婵 文/图
近日，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在廉
江市实验学校开展以“扫黑除恶 平安
校园 远离毒品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送
法进校园活动，800 多名师生参加了活
动。
本次活动将法治教育融入高一新
生 入 学 国 防 教 育 ，内 容 丰 富 ，形 式 多
样。师生观看了禁毒微电影，通过镜头
里的青少年涉毒故事，认识黑恶势力对
校园的渗透及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学生
自演的贩毒情景剧，精彩演绎了一个在
校学生因交友不慎走上了贩卖毒品的
犯罪之路；模拟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贩
卖毒品刑事案件，学生声情并茂，庭审

井然有序。此外，现场还播放了刑事法官
为扫黑除恶、禁毒代言的宣传短片，全体
师生进行了禁毒宣誓。现场搭建了大型
扫黑除恶、禁毒宣传展板长廊，设置了法
律法规知识咨询台，开展毒品样品辨认、
发放宣传单等活动。在场的学生纷纷表
示，这样的法治教育课令人印象深刻，让
他们认识到要珍爱生命，远离黑恶势力和
毒品。

多一分思考 少一起纠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二
庭审判员 尚晓宁
“喂，
尚法官吗？我的案子立案
已有一段日子了，身体不好治病需
要用钱，可我也提供不出被告身份
证上原址以外的地址，
怎么办啊？”
打电话的，是我承办的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案原告殷某。她于
2014 年、2015 年两年向被告孙某实
际施工的项目工地供应车装水，
2015 年 11 月孙妻蒋某向其出具了欠
条。殷某没想到，
2015 年冬天过后，
项目工地停止施工，孙某夫妇也不
见了踪影。殷某将孙某诉诸法院。
接案后，
我们第一时间在法院信
息管理平台上查找被告信息未果。书
记员便按殷某提供的手机号码，
多次
拨打孙某手机，
也无人接听；
向孙某身
份证地址邮寄传票，
邮件没几天都被
退回；
到工地查找，
也未找到任何线索。
就在我们以为再无办法的时
候，
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我院新近立
案的一起民事案件的被告公司法定
代表人就是孙某！

得知这一信息，我们第一时间
联系该公司，得到孙某目前手机号
码。孙某终于接听了。
经与孙某电话沟通，他认可其
妻因工程施工向原告出具欠条的真
实性，
但称自己在浙江，
为了几万元
的纠纷赶到乌鲁木齐参加庭审，费
用太高，
表示放弃参加庭审的权利。
开庭时，
我望着空空的被告席若
有所思。依据查明的事实，
该案可以
判决结案，
但回想起与孙某电话沟通
的过程，
孙某应该是有调解意愿的，
于是我尝试通过微信群调解。
法庭辩论结束后，
我通过微信将
合议庭成员、
书记员、
原告、
被告建立
起聊天群，
在微信群里对原、
被告展开
了调解。安静的法庭内每个人都盯着
手机屏幕，
认真地核对、
点击确认。
“被告是否同意原告的调解方
案？
“同意。
”
”这一刻，
合议庭成员脸
上都露出了释然的微笑。在法庭的
主持下，双方通过微信群达成还款
协议，庭后向被告邮寄的微信截图
经被告签名确认也顺利寄回。一起
查找难、跨省被告未到庭的纠纷顺
利调解结案。
一些争议不大、事实清楚的案
件，
可以尝试通过微信组织当事人沟
通交流，
克服地域空间带来的障碍，
节
省费用、
提高效率。最重要的，
纠纷化
解需要一颗为民的心，
想当事人所想，
急当事人所急，
直到纠纷得以化解。

中国法院民族法制文化陈列馆开馆

图①：法官讲述如何防范黑恶势力的
侵害。
图②：法官向学生普及禁毒知识。
图③：法官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

②

③

①

栏目邮箱
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投稿

⇨上接第一版
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伟，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
记俞成辉，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
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梁明
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
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侯建

军，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沙闻麟，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朱玉，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部
分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代表，部分专家学
者和法官等共同参观展览。

⇨上接第一版 我们将以这次研讨会
的举办和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契机，
认
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民委的部
署要求，
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区先进经
验，
不断把民族法治建设引向深入，
努
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幸福美好
新甘肃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胡云腾宣
读 《关于设立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
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决定》，周
强向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制文化
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梁明远授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
主任马世忠主持活动。梁明远和甘肃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先后发
言。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伟，甘肃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州
委书记俞成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王树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侯建军，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沙闻麟，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朱玉出席活动。最高人民法
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
内蒙古、吉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
省、自治区法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
负责人，专家学者代表，法官代表，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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