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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一吐为快

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始末

□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民告官”案件如今很常见，可在30多年前，这还是个新鲜事儿。
1985年，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在河滩上抛石填河造房，县政府认为老包家的房子对抗洪防汛

造成了干扰，在多次劝说、下达强制拆除决定无果后，于1987年7月4日，将包家已竣工落成的楼房炸
去一部分。被强拆了房子而自感走投无路的包郑照，一纸诉状将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包郑照为立案奔
波了一年多后，案件受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注，指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这起“民告
官”案件最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司法程序，按照民事程序审理。

这不是中国第一起行政案件，但因为其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它唤起了公民依
法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政府对依法行政的反思，推动了中国的行政诉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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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 周陈华 张计玉

□ 罗立军 杨义龙

回到从前

因为办案的缘故，我要去从前
工作过的瑶里。瑶里是一个偏远
的山村，距离福建连城县朋口镇大
约五十里路。因为都是山路，开车
前往也要将近一个小时。

青山如故，道路却大有改观，
全程都是水泥路面，再不是从前沟
壑纵横的简易砂石路。那些年，我
们办案出行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
自行车，每遇陡坡或毁坏的路段，
只能扶着自行车蹒跚步行，半天也
到不了目的地。如今，我们坐着汽
车，在山路上左右腾挪，顺着山势
一路蛇行。

当地人把散落在深山里的村
庄统称为内山。他们说的内山当
然不是山，而是大山深处的村庄。
且将城市的喧嚣和工作的烦恼抛
诸脑后，我们在高低错落的大山之
间曲折盘旋，饶有兴致地观赏窗外
的竹木花草，享受着耳畔习习的凉
风和虫鸣鸟叫。

又见瑶里。瑶里依旧清新婉
约，景色之美丝毫不减当年。如
今，我从行政后勤部门重回审判岗
位，成为一名员额法官，被组织分
配到基层法庭。难得多年后有机
会再见瑶里，自然会竭力搜寻记忆
中的印象，从中回味荏苒时光。

随着我的调任，法庭的林庭长
也要调离。想起在临时召集的座
谈会上，大家随意地聊着，漫谈着
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记忆中闪
现最多的，是这些年轻人成天忙碌
的身影。小林回忆林庭长在她成
长过程中给予的帮助，眼里湿湿
的；小张说起不舍的情怀，要求一
个深情的拥抱，感动的泪滴足见真
情。

人的一生未必拥有很多，但一
定会拥有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
徜徉在往昔的时光里，曾经的一切
仿佛都在重演。细细地用心体验，
终会感悟过往的岁月其实没有走
远。它只是藏在心灵的角落，总在
机缘巧合的时候任思绪回到从前，
令人动容，甚至心存感激。

案子办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
分，于是匆匆告别，驱车返程。此
时，远山只见轮廓，新月已在梢头。

■诉讼：旁听证炒到100
元一张

故事发生在 1985 年 8月，苍南
县农民包郑照在舥艚镇东面的河滩
上抛石填河，形成三间屋基，向舥艚
镇城建办申请建房，建房审批表中
有当地生产大队“同意建房，请主管
部门审批”的意见和印章，没有镇城
建办和镇政府的审批意见和印章。
经舥艚镇个别领导违规口头同意，
包家动工建房，盖起三间三层楼房，
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后县政府根据相关法规认为，
包家的房屋盖在了河堤范围内，对
抗洪防汛造成了干扰，要求包家自
行拆除，包家没有理会。

1987年7月，县政府以未经合
法审批、占用水道为由，组织人员
将向河道延伸出来的部分房屋强行
拆除。

包郑照拿起了炸药包，要与拆
迁的人“同归于尽”，几个儿子劝
阻了他，一家人决定拿起法律的武
器进行维权。于是，包郑照一家以
县政府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为由，
将县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类
损失总计1.3万余元。

依照 1982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
法 （试行） 规定：“法律规定由人
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
规定。”虽然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很
窄，且立的是民事案号，采用民事
诉讼程序审理，但标志着行政诉讼
制度在新中国的初步建立。

收到案件后，苍南县人民法院
感到颇为棘手。据包郑照次子包松
村多年后回忆，当时法院院长说了
一句比较实在的话：“我县法院怎
么受理你这个告县政府的案子呢？
要么你到上面法院去诉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年多
后，案件受到浙江高院的关注，浙
江高院指定温州中院受理此案，当
年的“民告官”第一案，最终以这
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司法程序，按照
民事程序审理。

包郑照，一位普普通通的农

民。黄德余，时任苍南县县长。当一纸
诉状到了温州中院，舥艚小镇变得热闹
起来，黄德余收到了开庭传票，作为被
告的县政府陷入焦灼之中。

“我该不该出庭？苍南县四套班子
成员集中开了三次专题会议，大部分领
导说：‘你不能出庭，舆论已经沸沸扬
扬，你有一两句话讲不好，让人抓住你
的漏洞，甚至予以扩大，对政府形象影
响不好。’”黄德余回忆说。

原温州中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叶右荣
回忆说：“他们说不来，我们就做说服
工作。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出庭怎么办
呢？肯定还得让他们来！”

黄德余最终还是决定亲自出庭，就
这样成为全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第一
人。“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行政诉讼，
但我想这是老百姓通过司法途径监督政
府，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要接受群众
监督。”

焦虑的还有温州中院：此案史无前
例，全国媒体聚焦，如何审理？

由于要求旁听庭审的人数众多，庭
审地点不得不从有450个座位的苍南法
院移到了有 1000 多个座位的苍南县电
影院。即使这样，仍然难以满足需求。
人们像过节一样涌向这里。法院印发了
1000 张旁听证，但依然是一证难求，
精明的温州人甚至做起了生意，当时旁
听证炒到了100元一张。

■开庭：“我们相信法律”
VS“法庭是秉公执法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和县
长第一次平等地对簿公堂。

1988 年 8 月 25 日 ， 苍 南 县 电 影
院，本来挂电影荧幕的地方挂起了巨大
的国徽，舞台上三足鼎立式地摆放了三
排桌椅。

不懂普通话的包郑照，带着儿女、
妻子等8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包郑照时
年 61 岁，头发灰白，他捧着一个水烟
壶坐在法庭上，目光忿然，缄默不语，
神色严峻。

1000余名群众及《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26 家新闻
单位的近 50 名记者齐聚在电影院内旁
听。

虽然“县长当被告”是前所未有的
奇闻，黄德余本人倒是十分坦然。当
天，他赶到庭审现场门口时，因没有旁
听证被不认识的门卫挡住了，知情的记
者说：“他是县长！”黄德余却说：“我
是被告！被告！”

包郑照听不懂普通话，庭审中，由
其次子包松村代为发言称，原告是经镇
城建办批准建楼的，强拆侵犯了其合法
财产权。

而黄德余则反驳道，原告的楼房建
在了河道、堤塘上，实属违章建筑。而
且在开建后，县水利局马上制止，要彻
底清除，但原告突击强建，而使违章建
筑变成事实。

法庭上，包郑照的律师出示了 71
份证据，发表了3万余字的代理词；黄
德余的律师也发表了 16 页的代理词，
庭审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上10时。

《温州日报》 记者沈绍真回忆称，
庭审时，旁听席上坐着不少原告方的亲
戚，当律师发表一些有利于原告的观点
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鼓掌助威。

庭审结束时，黄德余走到了包家人
面前，包郑照显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
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赶忙拘谨地
伸出左手。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黄德
余说：“无论官司胜败，你们一家作为
苍南县的公民，政府今后仍要为你们服
务……”

一位参加旁听的记者，紧紧跟在后
面，用镜头留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曾有 《浙江日报》 记者采访包松
村，问他为何有勇气和县政府打官司，
包松村说：“我们相信法律。”

再问黄德余为何敢于应诉，黄德余
答：法庭是“秉公执法”的，对方不服
政府处理，那就按法律办。

1988 年 8 月 28 日，温州中院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包郑照等人的房子
属违章建筑，影响引洪排洪，危害闸坝
安全，苍南县政府强行拆除合法，依法
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印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
个标本

一审败诉后，包家人不服，上诉到浙
江高院。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

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后，将该报
道电传给浙江高院时任院长袁芳烈，
批示要求浙江高院依法秉公办理。

浙 江 高 院 组 成 精 干 力 量 ， 于
1988年 11月 18日在温州市公开开庭
审理了该案，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
于 1988 年 12 月 26 日作出二审判决。
判决认为：国务院和浙江省政府三令
五申，严禁毁堤填河设障；包郑照等
无视政令，其毁堤填河建房行为，严
重违反了国务院关于保护水利工程设
施、严禁毁堤填河设障的有关规定和
水利部颁布的《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条
例》、浙江省政府颁布的《浙江省水
利工程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条款，
致使河道行洪蓄洪能力减弱，危害海
堤安全。舥艚镇“个别领导违规的口
头同意”，本属无效。苍南县政府在
多次教育并责令其限期自行清障无效
后，为保护水利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予以强行清障是合法的。据
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不是中国第一起行政案件，
却因为其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行政诉
讼第一案。虽然原告败诉了，但它唤
起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政府对依
法行政的反思，推动了中国的行政诉
讼立法，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印
记，成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标
本。

媒体评论说，这虽是人民法院一
小步，却是中国法治的一大步。

2008 年 1 月 24 日，经过翻修早
已旧貌换新颜并更名为“苍南影城”
的电影院里，以这起“民告官”案为
原型拍摄的电影《告状》首映。近一
个半小时的电影，在“谨以此片献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
二十周年”的字幕中落下帷幕。

■变迁：浙江法院行政审判
工作步入发展快车道

包家代理律师楼献回忆说，那还
是一个很多民众分不清“被告”与“被
告人”的年代，“农民告县长”在一些官
员看来是刁民难为政府。当时立案以
后，有许多媒体给包家扣上了清障“钉
子户”的帽子，无理却告状。可见在当

年“破冰”之难。
楼献赞叹法制之变迁，感叹

如今再代理行政诉讼案件，已经
感受不到任何压力，民众与政府
对簿公堂，只是依法解决问题的
有效途径而已。

至于代理行政诉讼第一案的
心得，楼献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
地写着：如果当时就有行政诉讼
法的话，结果会输吗？历史不会
重演，但有一点欣慰，中国民众
的法律意识从此觉醒了，民诉不
了官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1988年10月，浙江高院和6
个中院以及 18 个基层法院建立
行政审判庭，受理审理行政案
件。

1989年 4月 4日，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行政诉讼法，1990 年 10 月 1 日
施行，行政诉讼制度正式建立。
该法明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作为当事人，和行政机关作为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
地位平等”。

江平（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
校长）当时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
组长，罗豪才 （时任北大副校
长）和应松年（时任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法制研究所所长）担任副
组长。据江平回忆，行政诉讼法
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
见，共收到中央各部门、各地方
和法院、检察院的意见 130 多
份，公民直接寄送法制工作委员
会的意见 300 多份。除此之外，
还四次召开各部门参加的座谈会
征求意见，并召开 80 多人参加
的专门会议，对草案逐条讨论修
改。当时的草案讨论意见很明显
地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主张通
过，一派是反对通过。反对通过
的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认为

“民告官”后果“很严重”，但是
学者、老百姓等都主张通过。

1990 年 2 月 19 日，浙江省
委副书记、省长沈祖伦在第二十
二次全省法院工作会议上强调：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是法制建设上
的大事。行政干部要加强法制观
念，依法行政，支持法院执行行
政诉讼法。

随着 1990 年行政诉讼法及
最高人民法院 1991 年相关贯彻
意见的相继施行，浙江法院行政
审判工作步入发展快车道。一审
行政诉讼新收案件量从 1990 年
的1035件上升到2017年的13110
件；新收二审行政诉讼案件从
1990 年的 302 件上升到 2017 年
的 6019 件。经过 20 多年的逐步
完善，行政诉讼在解决行政争
议，推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浙江的行
政诉讼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其中
发送行政审判“白皮书”、异地
管辖制度改革、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败诉责任追究、行政
诉讼简易程序试点、非诉行政案
件“裁执分离”等一系列工作更
是走在了全国前列，有力地促进
了法治浙江建设。

官司结束后的第三年，包松
村的儿子出生，他给儿子取名包
诉讼，来纪念当年的这场官司。

2002 年 ， 包 郑 照 老 人 去
世，临终前，他嘱咐子孙的最后
一句话是：“当年我这桩官司尽
管输了，但能在社会上产生这么
大的影响，还与县长成了朋友，
我今生无憾。今后你们一定要更
好地学法、守法。”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都说回头是岸，现在他儿子
‘回头’尚不知时日，而‘岸’又会在
哪里？”近日，一起腾空房屋的执行

“钉子案”被成功拔除，相关微信转
发到盐城法院人微信群时，立即引
发热议。

执行的是案件，发生的是故事，
反思的是教训。

该案中，在执行被执行人何某
的抵押房产时，他年逾六旬的父母
始终是“怒发冲冠”，认定该房系自
己出资，法院无权处置。

“房子登记在你们儿子的名
下，应当视为赠予。”当法官的释
法一语中的时，他们仍选择“负隅
顽抗”。从最先的“口水仗”到其
后欲喝农药的“自杀式”举动，再
到听说要被司法拘留时的装病搞

“拖延术”行为，老夫妇可谓无所
不用其极。

但正义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虽然他们增加了执法成本，可自己
何尝没有付出代价？身陷囹圄不
谈，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怎会对在外
挥霍无度，以致负债累累的儿子有
一丁点的帮助？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一对连法律都不敬畏的父母，他们
的底线又在哪里？一个连诚信都不
尊崇的家庭，他们的家风又能好到
哪里？对已成为人父人母的我们而
言，该案启迪颇深。

一审庭审结束后，时任苍南县县长黄德余与原
告包郑照握手。

包郑照坐在原告席上。

1988年发生在温州苍南的“民告官”案件，揭开了行
政审判的序幕。上图为浙江高院二审开庭审理该案的场景
（当时案件由民庭审理）。下图为庭审后原告（右二）的儿子
接受记者采访。

国家药品监管局：从重处罚疫
苗违法行为，明确要“处罚到人”

长生问题疫苗发生后，药品监管制
度拟进一步收紧。10月22日，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药品管
理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全面实施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强化对疫苗等特
殊药品的监管，从重处罚违法行为。

“全面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明确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药品的安
全、有效负责，对药品的研制、生产、经
营、使用全过程依法承担责任。”焦红
表示，草案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对已上市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开展
再评价；制定风险管控计划，定期报告
药品生产销售、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
等情况。

在药品监管制度上，草案强化了
企业主体责任，规定了药品召回制度
以及质量安全追溯要求，并强化了对
疫苗等特殊药品的监管。

值得强调的是，草案要求从重处
罚疫苗违法行为，提高罚款上下限。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增加
监督检查频次，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的单位实施联合惩戒。”草案还要求
建立并公布药品安全信用档案并增设
了责任约谈制度：药品监管部门未及
时发现药品安全系统性风险或者未及
时消除隐患的，地方政府未履行药品
安全职责或者未及时消除重大隐患
的，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
谈。

在处罚力度上，草案提高了对违
法行为罚款的下限或者上限，还落实
了“处罚到人”要求，对严重违法行为
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