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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蕙芸）“法官能到我们

身边办案子？”最近，合肥市肥西县小井庄

村民听到消息说村里有了法官工作室，纷

纷跑到村委会一探究竟。发现村部挂上了

“法官工作室”的牌子，办公室悬挂着“法

官工作室工作职能”“人民调解流程”等告

知牌，桌上整齐码放着民法典宣传册，而

法官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调解工作。

村民们便带着疑虑和新奇围坐在工作

室，见证了最近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如何从

小化无。

矛盾是一步步积攒的。张某是当地的

麦麸收购销售商，村民陆某是养鸡专业

户，自然而然形成客户关系。这两年，陆

某总以销路不好为由拖欠货款，几年下来

累计欠了张某 14万元。张某念在老主顾的

情分上，对陆某一缓再缓。可 2020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张某资金吃紧，生意难以为

继。春节前，张某几次找陆某要钱，陆某

却玩起了失踪。万般无奈下，张某一家大

年初七就到肥西县人民法院山南法庭在村

里挂牌的“法官工作室”寻求帮助。

“过年打官司不吉利，我不来！”陆某起

初很不配合。法官在村里多方了解后，摸清

了陆某的性格特点，开始了软硬兼施的劝

导：生意以诚信为本，逃避还钱，只会把生意

越做越小；打官司并不丢人，逃避诉讼，只会

把路越走越窄。如果将来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那才是真的不吉利。于是有了开头的

一幕，久不露面的陆某终于答应在法官工作

室与张某见面。

当着法官的面，张某、陆某说出了各自

的难处和心声，最终在村民见证下，双方谈

妥了还款方案，张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

旁的村民们也亲身体验了一场生动的普法课。

起初，山南法庭“法官工作室”挂牌

时，村民们还心存疑虑。这不，像这起纠

纷一样，随着一桩又一桩闹心事有了说理

处，一个又一个矛盾得到贴心化解，村民

们不由得点赞：“家门口有了法庭，解纷排

忧真及时！”

家门口就有法庭，得益于肥西法院山南

法庭法官进网格行动。山南法庭把下辖社区

（村）划分片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在每个片区

设置法官工作室，派驻一名法官定期值班。

从家事到农事，从纠纷到疑虑，“家门口”法庭

让村民足不出村享受优质的法律服务，也践

行着“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的诉调对接

机制，成功打通从法庭到村头的最后一公里。

自成立法官工作室以来，山南法庭已就

地调解案件 60 余件、诉前化解矛盾 40 余

件。小小的法官工作室成了化解矛盾、普法

答疑的宝地，“家门口法庭”在村民的心里有

了沉甸甸的分量。

本报讯（通讯员 闫亮）最近，亳州市谯

城区法律援助中心成功调解一起劳动合同

纠纷案件，让强势的企业“保量”支付了相关

人员工资。

早在2019年7月，刘某通过应聘入职亳

州市某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做安检员，每月固

定工资为 28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未购买社会保险。后因该石油公司经营

期间发生业务调整，刘某于2020年6月被迫

离职。离职后，刘某多次向公司讨要加班工

资未果，且公司态度强硬。就在刘某为此烦

心之时，一位朋友告诉他可以申请法律援

助，通过诉讼解决问题。2020年 8月，刘某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谯城区法律援助

中心。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审核，认为刘

某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受理条件，当天

受理，并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律师为其提供援

助。

接受指派后，承办律师认真听取了刘某

的陈述和诉求，帮其梳理了案情。律师首先

向仲裁机构申请了劳动仲裁，请求裁决确认

刘某与石油公司自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

年6月28日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请求裁

决石油公司向刘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双倍工资 30800元并为刘某补缴工作

期间的社会保险。

因在仲裁阶段未能解决争端，最近，

承办人又协助刘某向谯城区人民法院提

起了诉讼。诉讼阶段，承办律师多次与石

油公司律师协商、沟通调解事宜，在人民

法院的主持下，终于于庭前促成了双方和

解，石油公司最终向刘某支付工资人民币

3万多元。

找法援“试试看”没想到真要到了工资

本报讯（通讯员 吴蕾）9月22日，为执行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肥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干

警驱车前往苏州市吴中区，成功拘传“失联”已

久的被执行人。

据了解，2020年，张某因拖欠罗某借款

被诉至法院。经判决，张某应返还罗某本金

等共计 471930元，判决生效后，张某迟迟未

支付欠款。罗某无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张某不但未积极履行法律文

书中确定的给付义务，且长期居住在外省，

对法院的传唤也不予理睬。

执行法官多方打听其下落，9月 22日，

得知张某出现在苏州市吴中区某小区后，便

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因该案涉及异地执行，考虑到执行风

险，执行人员一行前往吴中区人民法院请

求协助拘传。吴中法院立即安排执行局副

局长带领法警驱车带路寻找张某。在吴中

区某小区内疑似张某的住处，执行干警多

次敲门都无人应答，但细心的执行干警透

过“猫眼”隐约看到门内有黑影闪动，可以

确定家中有人。警告无效，执行法官决定

强制开锁，干警通过执法记录仪对开锁全

程进行了记录。开锁成功后，张某还一度

想从窗户逃走，被留守在楼下的执行干警

当场捉住。

张某被拘传至吴中法院，慑于压力，张某

主动交代了财产线索。执行法官将对张某提

供的财产线索进行核实，进一步维护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通讯员 李林）“陶法官，我又向

法院账户汇过去了 5000元，现在已经还了

55000元，河南加油，中国加油，我自己也要

加油！”这是8月初，被执行人陈某给淮南市

田家庵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发来的短

信。被执行人在执行法官的释法明理下，主

动和法官沟通并履行承诺，积极筹钱还款，

在9月6日将所有的欠款及延迟履行金全部

偿还完毕。

申请人曹某与被执行人陈某通过某产

品发布会认识，双方接触后达成了付呗推广

代理协议。双方约定在协议签订后，曹某于

2020年 3月 30日支付给陈某 28800元的代

理费，从 2020 年4月2日起陆续向陈某转账

合计 134910元，用于购买 90台机器。陈某

发货20台后，便未继续发货。之后，双方协

商就剩余机器及价款签订了协议书，主要内

容为：陈某于 2020年 5月 20日前偿还曹某

164910元。然而，陈某偿还了 80000元后，

剩余款项一直未能偿还，曹某遂向田家庵区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陈某在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曹某84910元，并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判决生效后，陈某仍未按照

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曹某便向法院申请了强

制执行。

案件自今年7月份进入执行阶段，执行

法官了解到陈某并非不愿意偿还欠款，只是

暂时手头紧加上心有怨气。于是，执行法官

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既能维护申请人合法

权益，又能考虑到被执行人合理请求的共赢

执行方案。因此，被执行人在履行过程中，

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信守承诺主动还款。

有了共赢方案主动加油还钱

本报讯（通讯员 孟军）为提高辖区居民

的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9月24日上午，界首市公安局大黄派出所

组织民警、“伏羲义警”在集市街道通过“摆

地摊”的方式开展安全防范知识宣传活动。

“警察也来摆地摊，卖的都是啥东西

……”赶集群众纷纷围拢过来，这里没有

讨价还价、没有你争我吵，有的只是免费

赠送、热切交流，让安全宣传有了浓浓的

烟火气。

“您好，我们是大黄派出所的民警，正

在开展安全宣传，这里有宣传礼品，邀请您

下载一下国家反电诈APP，能给手机‘穿’上

一层安全防护网。”当日早上 8：00，秋高气

爽，宣传“摊主们”迅速在大黄集市醒目位

置摆起了“摊位”，熟练地将展板放好，挂上

条幅、码齐宣传资料，手持二维码开始推广

“国家反诈中心”APP并接受往来群众安全

防范知识咨询。

民警们边“吆喝”边通过趣味有奖竞答

等互动形式，揭露常见电诈手法、交通违法

行为，提示近期常见警情的形势特点、常见

犯罪手法、典型案例等，展示公安机关打击

经济犯罪、服务民生的坚定决心。

遇上证据难以收集的棘手难题，引导当事

人理智解决；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耐心接待

同一上访户上百次……岳西县司法局凭借广

泛说法、析事说理、巧妙说情、耐心说话这些工

作方法推深做实讲党课学党史成果，切实将群

众的实事办好。仅 1至 8月份，就受理法援案

件444件，为当事人减少损失或取得利益1199
余万元。

广泛说法 办好群众急事
岳西县司法局还注重广泛开展法律援助

政策宣传，引导群众遇到急事时依法表达自身

诉求，畅通群众寻求法律帮助渠道。印制法律

援助调查问卷，利用法援窗口向群众广泛宣传

法律援助知识介绍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政策，并

征询其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议；发动24
个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专题宣

传活动，提升法律援助知晓率；开展法律援助

联络员和明白人培训活动，援引具体案例，集

中讲授遇事找法的途径、学习解决纠纷的方式

等法律知识。

“培训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今

后，我会更好地学法用法服务于人民，争取为

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推动村（社区）法治工

作进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联络员

刘芳说。

析事说理 解决群众难题
遇上证据难以收集，或法律条文无明确规

定的情况怎么办？岳西县司法局工作人员根

据法理、情理予以详细分析，使当事人不钻牛

角尖，理智地处理纠纷。

岳西县某鞋厂 6名女工因工资问题与公

司负责人发生纠纷，多次奔走于乡政府、派出

所、县劳动监察大队。办案人员了解到该公

司早已停业，已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当

事人亦难以提供劳动关系及工资方面的证

据，遂说服当事人适当降低要求，力争诉前调

解。经过多方努力，最终维护了 6名女工的

合法权益。

巧妙说情 消除群众忧愁
对于乡邻、婚姻家庭等纠纷，“说情”更能

使矛盾“雪融冰消”。

岳西县老李因琐事被外孙打伤，办案人员

以“情”为突破口，抓住外公念及亲情，外孙怕

坐牢的心理对双方进行情、理、法的说服和引

导，最终外公原谅外孙，出具谅解书，外孙赔偿

外公各项损失3万元，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纠

纷烦恼。

耐心说话 回应群众期盼
对一些老上访户和性格偏执的来访群众，

值班人员始终做到不厌其烦耐心疏导。

岳西县城北社区王某因交通事故、医

患、邻里、保险等各种纠纷到法援中心求助，

由于其要求过高无法办理，法援中心工作人

员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耐心接待其上百

次，听其诉同一个问题。王某被中心工作人

员真情服务的态度所打动，逢人就夸岳西法

援服务好。

针对不同的来访者和求助者，岳西县司法

局灵活运用“四说”工作法，不断提升法律援助

的办案质量和服务品质，将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打造成爱心工程、民心工程，成为全县司法行

政工作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巡回法庭
基层解纷争
本报讯（通讯员 刘洁）9月 23

日上午，岳西县人民法院开发区法

庭法官到来榜镇巡回审理一起劳

务合同纠纷案件。

案件双方都是来榜镇人。

2014年，被告因装修房屋欠原告尾

款 3000多元未付，原告多次催要

不成，遂起诉到法院。承办法官在

送达应诉材料时了解到被告因疾

病行动不便，征得双方同意后决定

在来榜派出所巡回审理此案。

“现在开庭。”当天上午，随着法

槌敲响，庭审正式开始。庭审中，被

告表示自己欠款多年，心里过意不

去，但确实因疾病经济困难，无力偿

还。法官倾听当事人内心想法，理

清双方矛盾纠纷的焦点和对立情绪

的原因，对原、被告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进行调解。庭审后，该劳务纠纷

在法官主持下妥善调解。

开学第一课
变着“法”儿上

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和保护工作，提高未成年人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在新

学期开学之际，政法干警们适时“客串”老师角色，为学校师生送

上法治教育精品课。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9月7日下午，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4名法官接受聘请，担任

宿州市埇桥区永安镇16所学校法治副校长，为青少年学生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聘任仪式后，受聘法官走进教室，围绕《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

律开展专题法治讲座，针对当前社会典型的校园暴力和常见的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以案说法。 本报通讯员 夏杰 吕飞 摄

■涡阳县人民检察院

新学期伊始，涡阳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各位法治副校长走进

校园送上生动的法治课。课上，各位法治副校长结合办案实际，

围绕生活中的法律难点、热点剖析典型案例，并通过互动引导学

生们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强化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远离违法犯

罪行为，做一名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学生。课后，还向广

大师生赠送了该院编撰的《青春成长、为爱护航》读本，此套读本

利用动漫图册阐述了法律常识，具备启蒙和警示教育作用。

本报通讯员 孙冰冰 摄

■蒙城县人民检察院

9月14日，蒙城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杨兴春

等人走进篱笆镇郭集学校，为新生讲授题为“学习法律知识 维护

自身安全”的开学第一课。

课堂上，通过情景模拟、启思问答，他们为600余名学生普及

了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法律知识，结合具体案例讲解了如何防

范校园欺凌、性侵等，现场互动热烈。

本报通讯员 丁亮 牛思奇 摄

■旌德县版书司法所

秋季开学第二周，旌德县版书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到版书小

学，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之预防网络诈骗专题讲座活动。司法

所工作人员通过大量事实案例与身边故事，将网络贷款、刷单返

利、“杀猪盘”、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冒充熟人等诈骗形式的识别

防范技巧传授给全体学生。 本报通讯员 帅美霞 摄

■庐江县公安局

为提高青少年学生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9月14日,庐江县公

安局柯坦派出所利用新学期开学的有利时机,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小学周边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通讯员 汤宏杰 摄

在线质证
群众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不用到

处跑，这对于我们远在外地的当事

人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9月 27
日，居住在南京市秦淮区的原告朱

某通过视频电话，高兴地向肥东县

人民法院法官表示感谢。原来，当

天，肥东法院运用电子诉讼平台为

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进行了

线上证据交换质证。

在整个质证过程中，一项项证据

清晰呈现、一次次辩论明确传递，当

事人双方通过屏幕表达着自己的意

见。“系统操作步骤清晰，法官登录电

子诉讼平台后点击‘开始’按键，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即可通过微信小

程序登录，再进行在线视频的举证质

证，质证结束会生成电子审判笔录，

双方在线核对确认签字后，电子审判

笔录与书面笔录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承办法官李永芳介绍道。

相较于需要当事人到庭发表质

证意见的传统庭审模式而言，在线质

证可以让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选择

时间，通过线上平台以实时同步的方

式对对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既降低

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又省时高效。

肥西“法官工作室”闹矛盾进去就说开了 法治镜头

岳西法援解开老上访户十年心结
岳西县司法局凭四种工作法将群众实事办好

□本报通讯员 蒋先玲 陈王芳

警告无效执行干警果断开锁

警察化身“推销员”摆摊设点“送安全”

法官到村民家门口办案法官到村民家门口办案

积极进行普法宣传积极进行普法宣传

耐心接受法律咨询耐心接受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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