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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一：1995 年，我的第一个岗
位是书记员，主要负责庭审记录、印制
判决书。开庭时，我一刻都不敢分神，
时时保持高度紧张状态，要随时记录
下法官和当事人的对话，确保完完整
整地将庭审过程记录下来。庭审结束
了，我还要跟当事人逐句核对笔录，这
个过程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2016年，当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人工智能语音转
写系统全面应用到庭审记录中时，我真的
被震撼到了。以前所有的庭审记录方式
难免会受到书记员的记录水平、总结能
力、记录速度，以及发言者的语速等诸多
因素影响，庭审笔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
误差或疏漏，双方当事人在核对庭审记
录时不仅耗时，也容易出现分歧，给案件
审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智能语音转写
系统的应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刘伟一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庭长）

陈永明：刚到法院，我被分配
到立案庭任书记员，当时的立案庭
只有一间不足 15 平方米的办公
室，群众来立案直接到办公室。
1994 年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
没有分开，各庭都可以立案，立案
庭只是各业务庭立案的汇总部门。
作为书记员，我负责立案、法律文
书的填发送达、庭审记录、整理卷
宗。

如今，随着法院从信息化向智
慧法院迈进及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
推进，法院的软硬件建设更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现在的立案庭已是
今非昔比，各项功能不断完善，环
境优美整洁。开庭记录全部使用电
脑，据说还要建设语音识别系统，
今后书记员将不用再码字了……

（陈永明系江西省新干县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杨 红：1987 年 7 月，我从河南
省司法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河南省
内乡县人民法院夏馆人民法庭工
作。那一年，法庭只受理了 7 个案
件且全部办结，但与另外 6 个基层
人民法庭受理案件数量和结案率相
比，都处于领先地位，法庭由此获得
内乡县政法工作先进单位的表彰。

2010年，借改革开放“两庭”建设
东风，占地3.2亩、建设面积878平方
米的标准化的新夏馆人民法庭投入
使用，我们彻底告别了办公没有桌、
开庭没场所、吃饭没伙房的历史。

直到 2013 年，我们法庭还是 4
个人，年结案数却逐年递增，最高达
1094 件。难怪 70 岁高龄的王老汉
为自己的赡养纠纷案得到解决，亲
身感悟法庭威严和温暖时念颂：“这
样的法庭咱佩服！”

（杨红系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
院副院长）

曹 胜：在那个汽车和电话都还
不普及的年代，为了执行时不扑空，
我们经常脚踩“二八”大杠（指自行
车），一遍遍往返于乡间那些黄土飞
扬的阡陌小路。在当时的条件下，
也有许多让人头疼和难堪的窘境，
那就是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

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全面部
署“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
民法院持续发力，创新执行机制，法院
的执行条件也大为改善。执行指挥中
心实体化运作，执行车辆达十辆，执行
人员配备执法记录仪，各科配备4G单
兵装备，执行工作的强制性、规范性、
信息化得到充分体现。此外，法院还
积极争取赣榆区委、区委政法委支持，
联合50余家单位推进破解执行难，强
力打击拒执犯罪，取得显著成效。

（曹胜系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兴法：2000 年，司法拍卖还是
传统的拍卖模式。执行法官对被执行
人的财物进行扣押、查封后，委托专门
的拍卖公司组织现场拍卖会。当时的
司法拍卖过程中，虽然有法官作为监
督者现场参与，维持拍卖现场秩序，监
督拍卖过程是否合法，但是不能在实
质上改变传统司法拍卖拍品信息发布
范围小、拍卖佣金高、拍卖效果不理想
等缺陷。

随着司法网拍时代的到来，原先许
多属于拍卖公司的工作，现在都需要执
行干警来完成。网拍开始前要进行详
细的前期调查，对房屋产权、占有、瑕
疵、租赁等情况要一一明确；要接受拍
品咨询，耐心回答竞买人对于标的物的
各种疑惑；要组织现场看样，陪同竞买
人实地考察标的物……但是为了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更好的司法获得感，纵使
任务艰巨，我们也甘之如饴。

（杨兴法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庭庭长）

高志海：2001 年，我从部队转
业到法院。那时电脑尚未普及，所
有的新闻稿件只有打字室才能打
印，打印出的稿件需要通过传真机
传送给跑口记者，有多少个记者就
要传送多少遍。比较庆幸的是，我
所在的新闻宣传部门特例配发了一
台供传送新闻稿件的传真机，相比
在部队时的一封封邮寄省事不少。

而今，随着微博、微信的兴起和
应用以及功能的拓展，加之微信电
脑版、电子文件传输功能的启用，借
助随身携带的手机，依托跑口记者
微信群，使我与记者沟通、给记者投
送稿件更加不受时间、地域限制，且
突破了电子邮件投送稿件一稿不能
同时发送百人的瓶颈，使得稿件投
递一键即达，更加便捷高效，新闻时
效大大提高。

（高志海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研究室调研员、副主任）

赵 霞：1995年，法院的司法统计
还是纯手工的原始操作。当时一张统
计报表多的二十几列三十多行，少的
也有十几列七八行，这些都需要根据
结案卡片、判决书进行统计后，用笔填
上去。

今天的司法统计早已看不到昔日
的原始状态，案件一进入法院，从立案
开始就进入到了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中，
每一个审判节点、程序在系统中都会有
所记录，案件结案后就自动生成相应的
制式报表、相应的统计数据和台账，并
自动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统计人员
只要轻点鼠标设置相应的统计条件，统
计系统就会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而
且，下级法院不用再向上级法院报送报
表，上级法院需要哪个法院的数据，运
用统计软件中的查询功能只需要数十
秒就可以完成，极大提高了统计数据的
客观性、及时性、准确性和规范性。

（赵霞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组织宣传处副处长）

陈 锐：2000年，初到四川省
旺苍县人民法院的我被分配到办公
室，主要从事司法鉴定工作。但当
打开鉴定室的大门时，望着眼前的
一切，我傻眼了。鉴定室里面除了
布满灰尘的桌子、椅子，连鉴定常
用的器材都不完备。最让人觉得困
惑的是，对于司法鉴定是个什么性
质的工作，法院中竟然没人说得清
楚。

现在，很多医院都开通了司法
鉴定“绿色通道”，我们再也不用
凌晨起来排队候诊；全国司法鉴定
有了统一的标准，省去了我们跟当
事人大量解释的工作；有了公务快
递，为我们免去了来回取鉴定结果
的奔波。更为重要的是司法鉴定流
程逐渐网络化，以前很多需要人工
完成的繁琐流程，只要轻点鼠标就
可以轻松搞定。

（陈锐系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
民法院技术室副主任）

立案窗口的嬗变

从七案庭到千案庭

25年前的一次执行

通讯员投稿的变迁

司法技术巨变十八年

司法拍卖的模式转变

司法统计的前世今生

庭审记录的历史变革

张 平：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法院队伍以军转干部为主，文化水平普遍
不高，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教育的更是寥
寥无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84年10
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
内蒙古法院干部中等专业学校，为全区各
级法院培养大、中专层次法律专业人才。
1986年1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
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全国
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内蒙古分校，招
收学历生和法律（审判）专业证书生。

1999 年 4 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准两校合并，更名为内蒙古法官进
修学院，2003年7月，被最高人民法院
批准为国家法官学院内蒙古分院，从
此走上了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培养培训的道路。

（张平曾任国家法官学院内蒙古
分院副院长，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法官
协会秘书长）

法官学院的使命传承

乌兰图雅：1995年，我来到法院，
分到民庭当书记员，当时的法院还是
二层小楼，全院上下不足 30 人，一年
案件量不到 300 件。院里就一台车，
车况也不好，更多的时候是租车下乡，
偶尔还骑着摩托、骑着马在草原上寻
找当事人。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印机，
书记员的工作还完全处在手写阶段。

乌日古木拉：2018年，我研究生毕
业来到法院。如今的法院早已不是原
来的模样，受理案件呈“井喷”态势，队
伍建设、文化建设、基础建设亮点纷呈，
司法改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数字法庭从标清演变为超清，立案庭也
更名为诉讼服务中心，网上立案、12368
热线投入使用，电脑打印机、微信、Co-
Call、新一代的巡回审判车全面普及，审
判管理系统不断升级完善，语音转写系
统使庭审进入智能识别时代……

（乌兰图雅系新巴尔虎右旗法院执
行局局长、乌日古木拉系新巴尔虎右旗
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春风拂过大草原

▲计算机没有普
及时，法院干警在计
算机教室进行操作培
训。

▲赵霞在使用固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台用于
司法统计的电脑。

▲▲ 19871987 年 的 夏年 的 夏
馆人民法庭馆人民法庭。。

◀◀如今的夏馆人如今的夏馆人
民法庭民法庭。。

▲用蜡纸制作出来的判决书
由于使用油墨汁，纸上的文字不
免会洇湿了覆盖的纸张。

▲2002 年陈锐在法院工
作时的司法鉴定办公室。

▲2017 年陈锐 （右） 在设
备齐全的专业化司法技术室。

▼赵霞（三排右二）参加宁夏全
区司法统计培训后的合影。

▼现今，书记员速录考场
内，人手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

◀ 2018
年，内蒙古自
治区新巴尔虎
右旗人民法院
巡回审判车在
牧民家门口审
判。

▶ 20 世 纪
90 年 代 ， 内 蒙
古自治区新巴尔
虎右旗人民法院
巡回办案场景。

◀ 2018 年，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
执行干警在执行指挥中心
讨论案件。

▶1986 年，江苏省赣榆县
人民法院法官骑自行车下乡开展
执行。

内蒙古法官学院新老教室对比。

▶2012年9月，北仑区法
院工作人员查看网络司法拍卖
的情况。

◀1996年5月，北仑
区法院查封的准备进行司
法拍卖的车辆。

◀1996年新干法院干
警办理立案工作时的场
景。

▶目前投入使用的
新干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

▲语音转写系统正在将上诉人的话语
转成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