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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慧萍 杨世容

法治热点

多元解纷，如何发挥人大代表的力量？代表履职，如何实质化参与矛盾调解？两者深度融
合，如何为社会治理添砖加瓦？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陈萍调解工作室”给出了有力的
答案。成立 6个月，工作室共调解案件 617件，其中调解成功 461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74.2%，调解
成功的案件主动履行率在 90%以上。

人大代表陈萍和她的调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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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萍代表调解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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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 陈建华

来自当事人的新春祝福

□ 朱泽军

一位可亲可敬的同事

我所在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是一个有着近 500 余名
干警、员工和百来位离退休老同志、
老职工的“大法院”。显然，在这样
一个“大法院”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
作，每一位后勤人员都十分忙碌。

余珊珊，是我院财务室一名年
轻的出纳。她除了每天办理全院的
现金收付、银行结算事项，还有保管
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以
及有关票据等大量工作。这当中，
她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接待
络绎不绝前来咨询相关财务问题的
干警、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和他们的
家属。如，这个月工资金额为啥与
上月不同，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程序
是什么和外地干警探亲报销标准，
已故干警遗属费有无变化，其他行
政性费用支付等等。有的咨询者由
于岁数大，除了需向他们作口头解
释，还要借助书面一一细述。这些，
毋庸置疑地占用了余珊珊大量时
间。为不耽误常规性工作，加班加点
是余珊珊的家常便饭。于是，在鄞州
法院大院内，常常是万籁俱寂之时，
余珊珊财务室的灯还一直亮着。

难能可贵的是，余珊珊日常工
作再忙、再苦、再繁琐，对每一位前
来办事或咨询者，不论是院领导、普
通干警，还是物业公司、食堂员工，
她皆始终面带微笑满腔热忱。有同
事问她，你是怎么做到对每一位同
事、当事人都和蔼可亲的？余珊珊
笑答，作为法院后勤人员，为同事们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就应当和颜悦
色，这是本分。

余珊珊的话，让我联想到司法
为民。每一位法院人都应当在审判
工作的各个环节，更好地服务人民
群众，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民生改善，始终不渝地把对党、
对人民审判事业无比忠诚的心，用
到全心全意、司法为民的本职工作
中去。

■当事人到法院点名“代
表调解”

“俗话说‘和气生财’，疫情期间
大家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把事
情解决好，明年又是一番新气象。”
2020年 12月 25日下午，在成功调解
完一起租赁合同纠纷后，陈萍给自
己2020年的调解工作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617件，是她自 2020年 6
月底正式进驻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人民法院以来调解的案件总数。

2020 年，为把非诉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健全多元解纷、非
诉程序衔接和诉源治理机制，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 《建立健全
诉前联动调解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将多元解纷机制纳入市域社
会治理进程。

“多元解纷应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密切联系群众、通达社情民意的
重要作用，积极鼓励和引导人大
代表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矛盾
纠 纷 调 处 中 。” 永 州 中 院 党 组 书
记、院长罗重海在全市法院院长会
上倡议。

2020 年 5 月，零陵区法院经过
调查研究，决定成立以人大代表个
人名字命名的“陈萍调解工作室”。

陈萍既是人民陪审员，又是永
州市人大代表，曾多次应市人大常
委会的邀请到各县区法院调研，对
法院工作十分熟悉，加上长期在社
区、网格站工作，一线工作经验丰
富，群众基础扎实。

2020 年 7 月 ，“ 陈 萍 调 解 工 作
室”正式挂牌成立。临近退休的她
干劲十足地当起了“上班族”，每天
与干警一起上下班，中午在法院食
堂就餐，在调解室的座椅上休息。

受益于长期的一线工作经历和
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耳濡目染，陈萍
上手很快。工作室成立的第一个
月，共接受诉前调解和诉中委托调
解案件 102 件，占了该院人民调解
案件的 36.7%，其中调解成功案件
79件。

“陈萍调解员不仅‘高产’，而且
高质量，她调解的案件，成功率在七
成左右。”陈萍出色的调解成效赢得
了法院干警和当事人的认可，在群
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法官，我老婆执意要起诉跟我
离 婚 ，能 不 能 请 陈 萍 代 表 帮 我 调
解？”2020 年 10 月底，家住徐家井社
区的肖某走进法院，点名要陈萍为
他们调解。

调解工作室运行3个多月，有这
样的成效和影响力，陈萍深感意外，
又有点喜出望外：“在之前的行业调
解、特色调解中，我发现当事人对诉
前调解工作的接受程度一般，存有一
些顾虑，担心调解主体的权威性、调
解结果的效力以及后期的执行等。”

“工作室成立之前，我们把困难想得
很充分，也多次就工作室的运行进行
了商讨，没想到现在调解室的工作忙

不过来，案子一个接一个，最多的时候，一
天调解了28件案子。”

“当事人的认可，归根结底，是感受
到了司法的获得感，我唯有不断学习，掌
握更多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地帮到老
百姓。”中午休息时间，陈萍通过法院内
网平台下载了民法典解读、调解实务专
题讲座等课件，边学边做笔记，满满的几
大本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各类法
律知识和调解技巧。

■“六心秘诀”烦事妙解

“调解之本在于用心，初心、公心、耐
心、爱心、智心和德心。”总结自己的调解
心得，陈萍给出了“六心秘诀”。

2020 年 10 月 ，胡 某 国 与 妹 妹 胡 某
芳因为双方借贷账目不清而反目，闹上
法庭，收到该案后，陈萍第一时间开展
调解。

第一轮调解，双方脾气都很火爆，一
言不合就大吵起来，她不得已终止调解，
让双方各自回家冷静。

事后，她从兄妹亲情着手，多次开展
背靠背调解，舒缓双方敌对情绪。在情
绪疏导到位后，开展第二轮调解，找到双
方分歧的账目，让双方仔细回忆资金往
来的一些细节，同时又通过两方的家人
共同做工作，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兄妹俩和好后，专程提着水果到
调解室对陈萍表示感谢，但被她婉言
谢绝了。

“这个案子前前后后做了三轮面对
面调解、两轮背靠背调解，不知道打了多
少个电话，终于调解好了。”陈萍坦言，调
解工作需要做好双方的情绪疏导，但情
绪疏导往往也不会一步到位，需要耐心、
持续地做工作。

久而久之，当事人都亲切地称她为
“和事佬”，但她认为，调解不是无底线
地和稀泥，而是从情理法出发，尽量与
当事人共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把
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把法律解
释到位。

由于长期扎根基层，陈萍不仅对处
理群众身边的各类矛盾纠纷游刃有余，
也练就了火眼金睛。

2020 年 9 月中旬，黄某和李某到法
院起诉离婚，双方口径一致，称男方黄某
长期在外务工七八年没有回家，夫妻感
情已名存实亡，双方都同意离婚，两个孩
子由女方李某抚养，房屋和存款作为补
偿归女方李某，其他外债则由男方黄某
承担。

调解过程中，陈萍注意到一个细节，
双方不吵不闹，两人第二个孩子 2016 年
才出生，与他们声称分居七八年的情况
不符。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女方有婚
外情，男方为什么把房子和存款都给女
方？”陈萍寻思着。

“通过闲聊了解到，黄某一直在云南
承包一些小工程，这两年工程难做，欠了
不少外债。”由此陈萍判断，这对夫妻可
能离婚是假，逃避债务是真。在得到立
案庭的肯定后，陈萍没有为双方出具调
解协议。

“我调解的大多数是一些法律关系
并不复杂的案件，案子虽简单，但是原则
和底线不能丢，初心和公心不能忘。”陈
萍坚定地说。

“调解协议如果变成一纸空文，那我
们的工作说不上成功。”

“张老板，你答应办理的那 32 户的
不动产证，已经办了多少？”得知已经办
下几户的消息后，陈萍叮嘱他一定要按

时把证都办下来。
2020 年 8 月，零陵某小区 32 户业

主起诉开发商要求尽快办理房屋不动
产权证书。该系列案由陈萍通过诉前
调 解 程 序 调 解 结 案 ，开 发 商 答 应 在
2021 年年中办理完不动产权证。陈
萍几乎每隔两三周就会给房地产开发
商张老板打电话，催促他尽快履行调
解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是出
于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决不能辜负当
事人的期待。”

陈萍对所有经手调解的案件都会
记录在她的笔记本上，已经记满了两
个本子。对于经调解达成协议并且有
给付内容的，她会引导当事人申请司
法确认，并且在她的笔记本上做一个
标记。到了约定履行期满时，她会电
话进行回访，询问当事人是否已经履
行。如果没有得到履行，则会催促当
事人及时履行，并适时引导当事人申
请强制执行。

据统计，陈萍调解成功的案件，主
动履行率在 90%以上，这与陈萍对案
件的持续跟踪督促密不可分。

“诉前调解是为了高效、便捷地解
决矛盾纠纷，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调解协
议能够得到实现。如果调解协议变成
一纸空文，那我们的调解工作说不上多
成功。”陈萍如是评价自己的工作。

对于确实比较贫困的当事人，她
也尽最大努力帮忙解决问题，当事人
家里有特产、鸡鸭出售，她就利用身边
资源，在朋友圈里帮忙吆喝。

朋友调侃她是兼职带货“主播”，
“我这个‘主播’做得很开心，也很有成
就感。”陈萍笑称，她又解锁了一门新
技能。

■古道热肠的为民代言人

“她对案件的调解方式，对事
情的考虑角度也会给法官带来启
发。”由陈萍调解的案件，她都能
细致入微地照顾到当事人的情绪
和感受。古道热肠，是立案庭书
记员们对陈萍的一致评价。

零陵区法院离市区有一定距
离，交通不甚方便，对于一些排期比
较早的调解案件，陈萍见到当事人
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吃了早饭没有。

“陈萍有时会和我们说，当事
人赶早过来没有吃早餐，能否用
她的饭卡给当事人买几个包子。”
该院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说，“有时候中午调解得比较晚，
她也会和我们申请给当事人一份
午餐。这份爱心和责任感，着实
令人佩服，也激励我们要更加努
力践行司法为民的初心和使命。”

调解室流传着一个“两个包
子”的故事。2020 年 9 月受理的
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
双方矛盾尖锐导致互殴，因赔偿
问题起诉到法院。调解时间约定
在早上 8 点半，被告何某从乡下
赶来，没来得及吃早餐，陈萍给他
买了两个包子，案子不仅调解了，
何某还当场就履行了。

“基层工作，一杯茶，一句话，
一个小举动，往往就能温暖当事
人的心，很多事情也就迎刃而解
了。”陈萍说。

零陵区法院新址较偏僻，离
法院最近的公交站台也在法院路
口 200 米开外，坐回程车更要穿
越封闭的道路，当事人进出法院
很不方便。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陈萍对周
边公交站点进行了调研，利用市人
大代表的身份，向市交通局和公交
公司写了一份建议函，希望在法院
设置站点并想办法在路口设置红
绿灯，方便群众出入法院。

这一建议得到了市交通局和
公交公司的高度重视，专门到法
院进行调研，市公交公司在法院
路口设置了专门的公交站点，打
通了群众进入法院的最后200米。

“代表与法院是可以相互借
智借力、相互促进的。”陈萍认为，
工作室的平台，让她离社情民意
距离更近，离法律更近，能够更好
地履行反映群众呼声、依法监督
的代表职责。而身为人大代表有
一定的群众基础，也让她在调解
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群众的事无小事，多元解
纷、诉源治理本质上都是为人民
服务，我打算把法院诉源治理工
作写进今年的代表议案中去，进
一步推动诉源治理工作的完善，
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诉源治理
工作，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真正建
设一个无讼社会。”陈萍眼里写满
了对 2021年的工作憧憬。

近日，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望龙
人民法庭法官杨世容收到来自原告当事
人的一条短信，表示自己私自对庭审进
行了录音，并以此来“威胁”法官的判决
结果，这“自投罗网”的操作，着实让人哭
笑不得。

1 月 22 日，望龙法庭依法开庭审理
了李某诉陈某离婚纠纷一案，庭审中，双
方就孩子的抚养权各不相让。法官见二
人僵持不下，考虑到今后孩子成长离不
开 父 母 ，遂 在 休 庭 后 组 织 双 方 进 行 调
解。“尽管选择离婚，但你们一辈子都是
孩子的父母，对待孩子的问题要心平气
和地协商，不管最后判给谁，都要让孩子
的成长得到保障。”在法官的劝说下，二
人的态度有所缓和，于是法官让双方回
去多冷静思考，并表示如最后未达成调

解意见，该案将择期进行宣判。
过了两天，被告陈某来到法庭，告知

法官想再与孩子的母亲李某进行协商。
挂断电话后，法官联系了李某，询问其是
否愿意就孩子的抚养权、抚养费等问题
再次调解。“没可能！”李某态度坚决地拒
绝了。随后法官前去开庭审理其他案
件，将手机调为了静音，其间未能接听到
李某来电。庭后，法官看到来自李某的
短信，“孩子我是坚决不会给陈某的，假
如你这次将孩子判给他，我就把案子移
合江，开庭那天所有的录音我都保存着，
虽然不是视频，但录音也能鉴定。”“威
胁”法官？还私自对庭审过程录音？李
某这下“不打自招”了。

随后，法官通知李某到庭，针对其未
经允许对庭审进行录音的行为进行训

诫，告知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庭审规则。
“开庭的时候没注意听庭审纪律，不知道
原来庭审不能私自录音录像，就想着留
个证据。后来法官给我打电话说被告还
想协商，我以为要把娃儿判给他，就急
了。”经训诫，李某表示已经深刻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删除了录音，并保
证不将此录音进行网络传播和转移到其
他载体，并承诺如经发现愿意接受罚款
或拘留。

之后，法庭宣判，孩子由原告李某抚
养。法官表示，母亲李某与陈某已分居
多年，其间孩子一直跟随李某，由李某与
其父母抚养，已经与他们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目前改变环境明显对孩子的健康
成长不利。综合家庭环境等多方考量，
孩子继续跟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成长，

遂作出以上判决。
法官表示，案件开庭都会同步进

行录音录像，私自录音录像只会扰乱
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审理过程
中，法官不仅会倾听双方当事人的心
声，更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进行公平公正的判决，判决结果不会
受“威胁”改变，司法权威也决不允许
任何人挑衅。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七十六条：“诉讼参与人或
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
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
定处理：（一）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

摄影的；（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
式现场传播审判活动的；（三）其他扰乱
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进行的。有前
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诉讼
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进行录音、录像、摄
影、传播审判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
除有关内容；拒不删除的，人民法院可
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条：诉讼参与人和其

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
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
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人
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
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
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
的，予以罚款、拘留。

最高检：坚决遏制各种涉疫苗
犯罪活动

新冠肺炎疫苗上市接种初期，个别
不法分子利欲熏心，通过制假售假、高价
倒卖和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擅自进
行群体性接种等手段牟取暴利，严重扰
乱防疫秩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
关针对涉新冠疫苗犯罪，积极配合公安机
关迅速行动，坚决予以打击，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及时依法逮捕、起诉。截至2021
年2月10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在21起案
件中依法批准逮捕70名犯罪嫌疑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4起依
法严惩涉新冠疫苗犯罪典型案例中，披
露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细节，包括用生理
盐水制假、收钱揽客参与紧急接种等。

湖北警方：警惕“境外高薪
工作”招聘背后的陷阱

湖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近日介绍：不少违法犯罪分子
以高薪为饵，诱骗居民到境外从事违
法活动。公安机关将依法打击公民出

境参赌等违法行为，敦促相关犯罪嫌
疑人投案自首。

从湖北警方此前处理的十余起案
件看，被骗至境外非法组织的受害人
多来自边远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欠发
达农村地区。受害人一旦掉入陷阱，
便被不法组织控制。受害人只有支付
高达数万至数十万元不等的赎金才可
获得人身自由。

湖 北 省 公 安 厅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湖北省公安机关通过开展打
击治理跨境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共侦破跨境赌博案件 189 起，涉案资
金流水 158.4亿元。

农历除夕，恢复执行案件的李
某电话给我拜年。

大年初一，涉执案件“老信访户”
的王某给我发来新春祝福的短信。

接着，1 月刚完成的某酒店 13
套房间强制腾房的陈某短信给我新
春祝福。

……
“不是在执行，就是在执行的路

上。”这句话是对人民法院执行干警
最好的工作真实写照。自从 2017年
10月来到执行局工作以来，已经快 4
年了。这些年，我经历了基本解决
执行难战役，现在又迈上了切实解
决执行难新征程。这些年，自己的
执行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处于“白加
黑”“5 加 2”的工作状态。为了执行
案件的成功执结，风餐露宿，经常疲
于奔命，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家庭，
顾不上身体，不能忘记的是在 2018
年农历腊月廿九为了农民工工资到
省城长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磋商
后成功扣划 2000 万元回来，不能忘
记的是在 2019年寒冷的冬天飞奔到
白雪皑皑的东北长白山查询、冻结 5
个亿的存款，不能忘记的是在 2020
年三天之内完成从北京多家银行扣
划 3000万元存款回来。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的口碑。”对于执行干警来言，当事
人的称赞是对自己执行工作最好的
褒扬。这些来自当事人的新春祝
福，是对我这些年执行工作最好的
肯定。自从到执行局工作以来，我
始终为胜诉当事人的权益考虑，积
极兑现公平正义。同时，坚持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切实保障被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在执行案件中努力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努力让当事人在执行工作中有更多
的获得感，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
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