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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调解路：司法为民的不变主线
张国庆/口述 高怡文/整理

以前巡回法庭在拆迁现场就地审判。

我叫张国庆，是天津市河北区人
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参加工作已
经有 36 个年头了。我现在主管的庭
室之一是河北区法院民四庭，民四庭
的职能之一是诉前调解。说起这三十
多年来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变化，想
说的还真是挺多的。
1982 年我刚参加工作时，强调的
是就地审判，
开庭基本不在法院，
而是
在当事人的所在地。比如审理离婚案
件，一般会在当事人住所地的居委会
开庭，并且当时强调调解结案。为了
提升调解效果，会向当事人工作单位
工会和居委会等发出庭审邀请书，请
他们出庭参与调解。当时，每月向领
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地审判和调解
解决的案件数量都是汇报重点，由此
可以看出当时对调解的重视。
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路上的积
水很深，出行十分困难。但是那个时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人民法院收到执行联动部门区教育局
反馈，为配合区执行联动机制深化运行，
区教育局发函通知辖区内各私立学校，
要求排查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情况。
此举进一步扩展了法院查找失信被执行
人财产线索的渠道，压缩“老赖”的生存
空间。
今年 8 月，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
公室召集 23 家执行联动单位召开座谈

如今法院干警引导当事人运用在线法院进行线上调解。

候电话还没有普及，
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也不知道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当事人会不
会去居委会出庭，所以也只能按照约定
先去到居委会。其实涉及到老百姓的矛
盾，很多都是家长里短的事，
判决确实可
以一判了之，但调解往往比判决能更有
利于修复人际关系。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法治现代
化建设深入开展，法律的权威与中立成
为追求，审判方式也要求改变，
“坐堂问
案”成为趋势和主流，法官不再走出去，
而是变当事人来法院参加诉讼。当时同
时被弱化的还有调解，
因为，
当时改革的
聚焦点之一是程序公正，而调解这种方
式看似不太像“正规程序”。同时，也是
为了避免过于强调调解结案而造成的久
调不判情形的一再发生，出于提升司法
效率的考虑，调解被人民法院一度“冷
落”。但在长期的实践中，
“重判轻调”
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案件处理的社会

效果大打折扣。
后来，
调解这种符合国情和群众实际
的方式又重新被重视起来。最高人民法
院也陆续出台文件对调解进行规范，
使调
解这种原本被认为不那么
“程序性”
的
“民
间”
方式有了
“官方认证”
的合法性。
现在，
河北区法院针对交通事故、婚
姻家庭等多发纠纷，
与交管局、区妇联等
行政机关合作，加强诉调对接平台的建
设，
促进纠纷调解的专业化；
与司法局合
作成立的诉前调解中心，由人民调解员

近日，安徽省休宁县人民法院举行“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农民工工资发放
仪式，为 20 余名农民工发放工资款 14 万余元。据了解，该院自 4 月开展“江淮风
暴”执行攻坚战活动以来，执结案件 613 件，执结率 86.3%，执行到位金额 2.09 亿
元。图为发放工资款现场。
程增来 摄

【吉林蛟河市法院】

召开打击拒执犯罪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为有效打击逃避执行、
规避执行行为，切实维护胜诉人的合
法权益，10 月 9 日，吉林省蛟河市人民
法院召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
案例新闻发布会，10 名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蛟河市委宣传部、蛟河市委
政法委、蛟河广播电视台等有关人员
参加新闻发布会。
蛟河法院开展“亮剑”
等系列集中
执行专项行动以来，采取了限制高消

费、曝光“老赖”、司法拘留、拒执打处
等一系列强制措施，切实维护了胜诉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该院
执结案件 1319 件，执结率 71.9%，执行
金额 1.39 亿余元。其中，司法拘留 27
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34 人，限
制高消费 1851 人，
移送公安机关 4 件 5
人。发布会还通报了 2 起拒不执行法
院判决、
裁定罪典型案例。
（姜 雪 曾瑞刚）

【广东大埔县法院】

为职工追回 201 万余元工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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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吴江执行联动惩戒“老赖”
排查“老赖”子女就读私立高消费学校
会，总结执行信息查控、突击行动响应、
财产处置衔接、失信联合惩戒等方面的
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地区的先
进经验，制定吴江区执行联动机制深化

常驻，
负责日常诉前调解；
今年还开展
了在线调解工作，当事人运用手机就
可以把矛盾解决。
为延伸人民法院司法职能，我院
在 2009 年的时候，搭上了河北区各街
道建立居民服务大厅的“顺风车”，在
服务大厅开辟了专门的办公场所，派
驻法官为群众提供民事纠纷调解和法
律咨询等服务，
让法官走进社区、走进
群众开展服务成为常事，有力推进了
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
今天的这种走出去是对当年就地
审判的一种继承，
更是一种创新，因为
如今的走出去是人民法院主动作为的
结果，
形式还是当年的形式，
可是意义
却大为不同。其实，调解这种方式中
国自古就有，从古代乡贤调解乡里纠
纷，
到近现代的马锡五式审判，
再到现
在多元化调解格局的形成，这是中国
传统智慧一以贯之的传承。现在，我
们进入到了新时代，
不避讳地说，社会
矛盾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
杂，调解这种源于群众又深入群众的
传统司法理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今天，
以更加多元、规范的形式重新
焕发着它的魅力、
发挥着它的价值。
（张国庆系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方案，将执行协作措施具体到各联动单
位，
进一步深化执行联动机制。
会后，
区教育局按照该方案，
出台排
查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的举措。该举措要求各相关学校，在
2018 年新入学学生中排查失信被执行
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等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学费的情
况，并 限 期 将 排 查 结 果反馈给 区教育
局。教育部门在汇总排查信息后通过联
动机制反馈给区法院，区法院再根据这
些信息核实失信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任鸿葛）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大埔县人
民法院的执行法官通过在线执行系统
陆续为 61 名医院职工发放欠薪款，职
工们历时近 2 年的讨薪路终于画上了
句号。
据了解，2016 年 11 月以来，大埔
某私营医院的 61 名职工陆续向大埔法
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该医院支付拖
欠的工资 201 万多元。大埔法院在执
行过程中，未发现该医院相关账户上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且因经营不善，
导

致负债累累，早已停业。考虑到追索
劳动报酬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法院
将该医院仅有的办公用品、医疗设备、
医疗机械等财产予以拍卖。但是因为
该系列拍品价值较大且属于特殊商
品，经过了三次拍卖均以流拍告结。
执行法官为了能尽快把职工们的合法
劳工报酬追索回来，多次跟该案件的
双方当事人召开协调会议，探讨解决
方案，最终大家协商后，终于在 9 月 13
日变卖成功。 （黄义涛 古俏聪）

【山东烟台经开区法院】

印制手册宣传理性认识执行难

数一百栋基脚 解数余年心结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 邓画文
“1、2、3……100……”盛 夏 的 湖
南流金似火、蝉鸣声声。数完基脚
（支撑房子的水泥柱体），我的嗓子已
经干哑冒火，身上的制服也已汗透重
背。路边连个可当桌子的石头都没
有。我只好蹲在草丛旁，把笔录纸放
在膝盖上画项目全貌勘察图。

一周前，合议庭受理了上诉人陈某
诉被上诉人卢某等人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2008 年，下岗工人陈某投入 35 万元
与被上诉人合作进行项目开发。项目内
容为地基买卖。项目早于几年前开发完
毕 ，其他 合伙 人均已 返 还本金 分配 利
润。而陈某的 35 万元除陆续退还 25 万
元本金外，其余一分未退，
也未进行清算
分配利润。
“我一个下岗工人，这 35 万有些是
我一分一厘攒的血汗钱，有些是找亲戚
朋友东拼西凑借的。钱要不回来，怎么
对得起人。”陈某寝食难安，多次找被上
诉人协商，对方却避而不见。
走投无路的陈某只好诉至法院，要
求返还本金、
分配利润。
收到上诉后，
我仔细查阅了案卷，
便
在庭前召集他们询问案情、
协商调解。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要求进行合

伙清算 ，就算清算结果是赔钱我也认
了。
”
陈某说。而其他合伙人以项目已经
完结多年，账目早就丢失为由，拒绝清
算。并一口咬定项目已经亏损，无法返
还本金和利润。
几方当事人势同水火，无法调解。
而账本下落不明 ，亦无法进行审计清
算。合议庭决定委派我进行现场勘察。
虽然项目早已完工，
从项目位置、
现场规
模不难预估整体利润。
驱车四个小时走了无数山路，才到
达项目开发所在地的枣园新村。项目现
场早已楼房林立，
所幸开发的基脚还在，
只能用笨办法一个个的数了。
“共计开发 106 栋基脚，其中 100 栋
已经卖出去了，按照每栋 3 万元的保守
价估计，也有 300 万元的收入。”基脚数
完，
我的心里有了底。
于是召集几方就地调解。
“你们都是

亲戚，不要因为项目伤了和气。基脚
刚刚我已经一个个的数了，从现场情
况来看项目应该还是有利润的。给你
们半个月的时间，自己核算协商一下
如何？”被上诉人听说我已将基脚一个
个数清，一改前态，不再声称项目没有
利润，而是异口同声地同意了庭外和
解的建议。
半个月后，几方当事人主动到法
院签订了调解协议，被上诉人除返还
陈某本金 10 万元外，另支付其利润 10
万元。
看着一直愁眉不展的陈某舒心的
笑脸，我在日记中写下了：
“ 惟愿苍生
长展眉，春风十里，正如你。”我愿用自
己一个普通法官的汗水，换取所有当
事人的展颜一笑。
陶 琛 周子熙/整理

上门调解止纠纷
李 科 文/图
近日，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
的法官来到家住简阳市五指乡的鲁
大爷家中，成功调解了鲁大爷与子
女之间的赡养纠纷。
鲁大爷今年 86 岁，老伴 80 岁，
老两口育有 2 子 1 女，现随小儿子共
同生活。因为小儿子不尽赡养义
务，鲁大爷多次请村社干部调解，均

未能解决。无奈之下，鲁大爷只得向
法官寻求帮助。考虑到老人年事已
高，
法官决定到鲁大爷家中上门调解。
法官来到鲁大爷家里时，由于当
日鲁大爷与小儿子矛盾升级，老两口
正在搬家。在平复老两口的激动情绪
后，
法官向鲁大爷了解情况。
据鲁大爷讲述，由于小儿子游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执行宣
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区分执行难与
执行不能，营造良好的执行氛围，10
月 9 日，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印制《执行那些事》宣传手册
2000 份，放置于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窗
口以及人民法庭立案处，供当事人查
阅了解。
手册中详细阐述了什么是执行难
和执行不能、为什么会有执行不能、执

行不能案件怎么处理、终结本次执行
案件的含义、当事人怎样更好地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等问题。群众到法院
办理业务时，法院干警向群众发放该
手册，
并详细讲解手册内容，
解答他们
的相关疑问，同时发动他们回家后向
家人、亲友积极宣传执行难与执行不
能的区别，劝告涉执行案件的亲友主
动到法院履行义务。
（刘禹锡）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行政审判庭建庭三十周年座谈会
⇨上接第一版 这些经验弥足珍
贵，应当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贺小荣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当前
行政审判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
发展机遇。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
盾，勇作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者和捍
卫者，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

为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座谈会邀请了从事行政审判的老
领导老同志，
行政法专家学者，
全国人
大法工委，司法部等有关单位的同志
出席。
全国人大代表阎建国，
全国政协
委员李大进，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全
体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罗 霞）

好闲，没有稳定收入来源，自己便把房
子给了小儿子。但是，小儿子和小儿
媳看不惯老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和
生活方式，在生活中时常与鲁大爷老
两口发生口角。就这样，双方矛盾越
积越深。
在了解具体情况后，法官现场组
织老人的子女进行赡养调解，同时对
其子女从情、理、法三方面对当事人分
别进行了开导、说服、教育。最终，2 个
儿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鲁大爷达
成定期支付生活费的调解协议，鲁大
爷夫妇随女儿一起生活。老人的赡养
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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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法官到鲁大
爷家中时，
鲁大爷正在
使用三轮车搬家。
图②：
法官向鲁大
爷了解情况。
图③：
法官现场组
织调解。
图④：
现场达成调
解协议。
图⑤：
鲁大爷拉着
法官的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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