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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包干”带头人打官
司到民主法治示范村，让法治
意识深入人心

4300亩高标准农田上，金黄的稻子
一望无际，村民的房前屋后晒满谷子。
金秋时节，小岗村一派丰收景象。

2018年9月25日，记者穿过洋溢着
首届农民丰收节喜庆气氛的小岗村村民
文化广场，走进严宏昌的家。

今年69岁的严宏昌精神矍铄，是小
岗村“大包干”18位带头人中的带头人，
也是唯一一位作为原告上法庭打过官司
的带头人。

“当年我们带头‘大包干’是为了温
饱，而我带头打官司是为了断个是非、讨
个公平，让村民意识到守法是做人的底
线，推进依法治村。”严宏昌说。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村民王某在
麦田里烧秸秆，因火势蔓延，将严宏昌家
正在挂桃的 37 棵泰国进口油桃树烧
死。经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未达成一
致。2014年5月，就在诉讼时效将届满
时，严宏昌提起诉讼。

“小岗村小事不小，小案影响大。”时

任凤阳法院临淮人民法庭庭长的易正秋
承办此案，专门选择在两家中间的场地
上公开开庭审理。经对桃树受损情况司
法鉴定后，法院判决被告赔偿严宏昌
6512元，双方服判息诉。

为了服务保障小岗村改革发展，早
在2010年7月，凤阳法院就在小岗村设
立了巡回法庭，2016年9月又在小岗村
综治中心设立法官工作室。法官不定期
到村里开展巡回审判、法制宣传和释法
答疑，与村民调解委员会密切联动，构建
起多元化纠纷解决网络，将村里的各类
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阶段，促进了小岗
村的和谐稳定。

从草房法庭到现代化法
庭，司法为民更加周全

新建成的小岗村人民法庭由小溪河
人民法庭更名而来。1954年4月，凤阳
法院在小溪河设立第一巡回法庭，1955
年3月，正式建立小溪河法庭，又于文化
大革命期间撤销。

“小溪河法庭条件一直很艰苦，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在破草房里办公，
1974 年 4 月，法庭恢复后有 3 间草房办

公，相当简陋，干警下乡办案靠两条腿，
后来才有自行车。”54 岁的凤阳法院立
案庭法官刘曼均说。

“我在小溪河法庭工作7年，那时候
小岗村隶属梨园公社，只有20多户人家。”
刘曼均说。1997年机构改革后保留了小
溪河法庭建制，2004年起，小溪河法庭与
临淮人民法庭合署办公。2012年7月，经
批准，小溪河法庭更名为小岗村法庭，并
择机选址新建。

现在的小岗村法庭面朝田野、背靠
凤宁现代产业园，法庭辖区覆盖6个乡
镇、86个行政村，面积910平方公里，人
口26万。

据介绍，小岗村法庭自2018年2月
11日启用以来，受案483件，3位员额法
官办结406件。

从服务农村改革到保障发
展大局，公正司法更加高效

“凤阳法院在服务农村改革方面做
得够好。”小岗村“大包干”18 位带头人
之一的关友江评价道。

2014 年关友江担任村委会主任期
间，小岗村集中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
和一家公司发生了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尽管法官把判决书都写好了，但他仍然
坚持再调解，最后顺利化解了矛盾。目
前，小岗村60%以上的土地已实现流转，
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

从包产到户到土地确权再到三权分
置，凤阳县一直担当农村改革的探索先
锋，凤阳法院的司法保障也和改革同频
共振。2008年，该院出台了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30条意见，
切实为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凤阳县于2014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首
批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县之一，
全县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凤阳法院及时
出台《服务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试点工作、促进农村综合改革的
实施方案》，为全县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妥善审理农村宅基
地、土地承包经营等案件200余件，维护
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各项权益，促进规范
高效“三权分置”运行机制建立。

2015年，凤阳县推进农村金融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凤阳法院迅速跟进，出台
文件，强化审判工作及审判延伸服务，保
障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和农村经济发展。

凤阳法院保障经济发展落实在公正
高效办好一个个案件上：

快速协调化解31件涉及明中都皇故
城遗址内环保行政处罚、土地行政征收纠
纷案件，推动明中都皇故城遗址于2017
年12月成功入选安徽首个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促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公正审理涉及淮干工程土地征收纠
纷，护航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最大的
单体水利项目建设。

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凤阳法院受
理涉及周远达家族企业债权债务等各类
案件90件。

2018年5月，凤阳法院对涉1.5亿元
债务的安徽力华光电玻璃科技公司案件
采取“执转破”，仅用 40 多天就快速审
结，一举化解执行积案4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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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法院建设的“深圳
速度”和“深圳质量”

2015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0 点，深
圳前海合作区万科企业公馆 13A 栋
一楼正在进行一场立案听证。窗外，
五星红旗飘扬。

这里是刚刚挂牌不久的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在改革创新如
火如荼的深圳前海，这里是特区中的

“特区法院”。
“从 2014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

法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前海法院，到
2015 年 1 月 28 日前海法院揭牌成
立，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建立一个
法院，前海法院的建立又一次展现
了让人赞誉的深圳速度。”前海法院
院长闻长智向记者介绍。

实际上，“深圳速度”在深圳法院
的建设历程中一直在不停地上演。从
前海法院成立至今不到 4年，深圳市
龙华区人民法院、坪山区人民法院、深
圳知识产权法庭、深圳金融法庭、光明
区人民法院和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这
7个审判机构随后在这座城市诞生。

“深圳法院是伴随着特区的成立
而诞生，随着特区的发展而发展的。”
93岁高龄的第一任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李曼在受邀为全市两级法
院的青年党员讲党课时回忆起当初
的情形：“成立之初，全院只有 3排简
易的平房，不足 100平方米的办公场
地，条件非常简陋。”

时至今日，深圳法院已经从只有
20多名干警的县级法院，发展为全市
法院各类工作人员已达 3000 多人，
每年受理案件的总量也从一开始的

200 余件，发展为现在的 44 万余件。
40年的改革浪潮席卷而过，在深圳法
院身上留下了深深地印记。

“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思路

2018年 5月，深圳中院刚刚发布
了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两年
工作规划，涉及8个方面60项改革举
措。行政审判中心的成立，正是改革
规划中的一项具体内容。

据悉，最近成立的深圳行政审判
中心在全国系首创。回首深圳法院
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以诸多“率
先”“首次”“第一”等原生创举，成为
深圳这座改革创新之城进步的缩
影。改革在为这座城市源源不断注
入活力的同时，也成为深圳法院高速
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7 年 11 月 20 日，深圳中院新
的诉讼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在“一站
式”诉讼服务的背后，是深圳法院十
几年来把诉讼服务写入改革的历程。

1991年，深圳法院率先成立全国
法院第一个立案处，把“立、审”分开，
奠定了中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实
践基础。

在这之前，我国法院采取的都是
“立审合一”的做法，深圳中院已退休
副院长（时任立案处处长）郝丽雅评
价说：“这存在很大的弊病，一边是多
头立案，一边是当事人诉求无门。”

将立案分离出来，这些问题就可
以迎刃而解。统一了立案标准，一改
过去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审判庭工
作效率大大提高，平均立案时间仅为
1.4天，约有80%的案件当天立案。

从全国法院第一个立案处，到全

国法院最早推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再
到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深圳样本，深圳
法院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司
法改革道路上探索实践的同时，也为
全国提供了宝贵的“深圳经验”。

改革开放到哪里，司法
服务就适应到哪里

2018年1月11日，备受外界关注
的华为诉三星案正式宣判，成为深圳
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公开宣判的第
一起案件。1月16日，深圳金融法庭
也在前海敲响了正式揭牌办公后的
第一槌。

“来到前海投资的企业尤其是国
际型企业最看重的要素，并不是税
收优惠或者产业扶持政策，而是法
治制度。这一点在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极为明显。”闻长智说。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此前委托国
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和前海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通过对 345 份港企和
530份非港企有效问卷的统计显示，
75.29%的企业表示投资前海最看重
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92.15%的企
业愿意在前海签订商事合同时适用
香港法律。

在这一背景下，前海法院挂牌成
立，并集中管辖深圳全市基层法院一
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不到 4
年时间，前海法院有 35 件案件当事
人在合同中选择适用香港法，前海法
院适用香港法调解成功案件 6件，已
经判决14件。

“可以适用香港法或域外法进行
审理，将增加外国与港澳台地区商
事主体在前海投资创业的法治信
心。”《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服务与
保障自贸区发展白皮书》这样表述。

左 图 为 1991
年，全国第一个立
案处在深圳中院投
入使用后，立案窗
口前人头攒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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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法庭 ：“严打”中诞生

一头苍白的头发，额头上有着清晰
可见的皱纹，胡惠乾今年已经85岁了，但
只要有人一聊起少年审判，他的双眼就
立即变得炯炯有神。

1984 年，胡惠乾所在的长宁法院刑
庭一共有 5 个合议庭。同年 10 月，院里
指派他连同两名人民陪审员一起，组成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少年犯合议
庭”。

1984年 10月，长宁法院刑庭内成立
了“少年犯合议庭”。合议庭成立后的短
短3年，长宁法院判处的未成年犯的重新
犯罪率从6.6%下降至2.2%。

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
开全国法院第一次少年审判工作会议。
两个月后，长宁法院把合议庭升格为独
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1991 年 11
月，少年刑事审判庭正式更名为“少年法
庭”。

孙洪娣是长宁法院的第二任少年法

庭庭长，1990年至1999年，她全面负责少
年审判工作。

身处中国少年司法的发源地，长宁
法院的每一任少年法庭庭长都“压力山
大”，面临的困难数不胜数。

为了解决困难，1987年，长宁法院在
全国推出羁押、预审、起诉、辩护、审判、
管教相互配合的“司法一条龙”；1994年，
与长宁区程桥老年护理医院创建特殊青
少年劳动教育考察基地；1999年，率先在
全国正式实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
调查报告制度；2002年，在全国率先试行
了“社会服务令”。

法官心声：“教育 感化 挽救”

孙洪娣有一个“宝贝”——一张15年
前的心形贺卡，用监狱的牛皮纸信封做
成，“心”的边缘被剪刀小心翼翼地修剪
过，卡中央写着九个字：“一颗真诚、想改
好的心。”

“这是我最珍贵的回忆。”孙洪娣抚
摸着卡片说道。

教育、感化、挽救，这是少年法庭初

创时，很多少年法庭法官最朴实的心
声。

学校、家庭、社会，长宁法院少年法
庭针对未成年犯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环
境因素，不断摸索教育、感化、挽救的科
学方法和制度。1986 年，长宁法院提出
两条建议：第一，公、检、法、司应有专人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第二，看守所应
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押分管。这两条
建议被我国第一部地方性青少年保护条
例——《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采纳，
随后又被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

1990 年，长宁法院正式把法庭教育
作为一个程序增加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
过程中，确立了法庭教育阶段，这一经验
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提供了实践依
据。

审判改革：关注少年情感
人格利益

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推行
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试点工作，
上海法院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长宁、闵行、
浦东新区、闸北、普陀等基层法院设立了
少年综合审判庭。

顾薛磊当时是长宁法院少年综合审
判庭的法官，专门负责处理涉未成年人
的民事案件。“一年要审200多起案子，还
常常碰到闹访、化解、孩子被扔在法院的
情况。我只是一个极普通的法官，有时
候只能想办法去找更多的平台和资源。”

2006年，长宁法院开始使用“圆桌法
庭”，并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的
刑事诉讼；2009年，在办案中引入“坚持与

孩子、家长、学校三见面”制度；2010年，联
合长宁区民政救助部门开创“一路阳光护
送制度”，将未成年人安全护送回原籍；2012
年，在长宁区推出未成年人法制夏令营。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开展
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工作，长宁法院
少年法庭开始探索与家事审判协同发展
的道路，将家事案件纳入到少年法庭审
理的范围。这一年，有着多年审判经验
的顾薛磊也走上了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
长的管理岗位。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改
革开放 40 年，其中，少年法庭的 34 年
成长发展史，是中国少年司法制度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的创业史，也是少年法
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改革史，更是
全国少年法庭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奋斗
史，我们将继续勇毅前行！”长宁法院
院长米振荣如是说。

1988年，长宁法院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讨论《未成年人刑
事审判工作细则》。 资料图片

2017年6月，长宁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顾薛磊在“圆桌
法庭”审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 金文斌 摄

安徽凤阳法院：

扎根改革发源地 保障农村新发展
本报记者 周瑞平

上图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小岗村人民法庭工作人
员为当事人办理立案手续。

周瑞平 摄
右图为小岗村 18 位农

民1978年签下的生死契约。
周瑞平 摄

点 睛

40年前蛇口工业区的一声炮响，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建
设的序幕，40年来，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让深圳这座边陲小
镇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奇
迹般地崛起于中国南方。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
圳，习近平强调，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以
来，深圳法院积极主动适应特区发展需要，不断推进法院改
革，为特区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点 睛

1984年10月，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
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开创了中国大陆少年司法的先
河。

34年间，这个小小的合议庭在长宁法院发芽开花，结出累累
硕果。如今的长宁法院已发展出一套集未成年人、家事审判特点
于一身，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未成年人审判“长宁
模式”，全面创新和发展着中国少年司法的审判理念、制度和方法，
成为了上海司法工作的一颗明珠。

点 睛

1978年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
方式，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将村内土地包产到户，开创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
幕。40年来，小岗村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成为我
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

根植于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凤阳县人民法院，找准服务改
革开放的司法需求，提高司法为民水平，通过公正高效办案，化
解社会矛盾纠纷，为凤阳改革发展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018年9月26日，深圳行政审判中心在深圳中院揭牌成立。 冯致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