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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敬业和担当
践行司法为民
——
—记洪泽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陈书敬
生活中简朴，工作中严格，一心扑在审判事业上。 2008年从事
审判工作以来，审结涉少刑事（含部分普通刑事）、民事共计900余
件，帮扶帮教的少年无一重新犯罪，她被孩子们亲切称地呼为“书
敬阿姨”。 她就是洪泽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陈书敬。
■鲁海军

■敬业，让司法为民惠及群众
“审判质效的提高，来自勤奋，需
要苦干、巧干、能干”。 陈书敬作为少
年庭的负责人，经常以此来鼓励庭里
的年轻干警，“只有审判质效的提高，
法院公信力才能提升，才能更好地满
足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
她是这样要求的， 也是这样做
的。 案多人少现状一直是基层法院必
须面对且一时难以化解的矛盾，但陈
书敬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安排。 在家
里，她要分担着母亲、妻子、儿媳的多
重角色， 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利
用做完家务的一切时间，争分夺秒处
理自己的工作。
双休日，她用一天来陪伴孩子和
丈夫，用一天加班工作；取得成果时，
她也会同家人分享。 正是她的努力和

勤奋，所经办的案件一般都是在开庭
后三天内撰写好裁判文书，从未超审
限。 且经其撰写的文书，连续三年在
淮安市委政法委、市中院评选中获一
二等奖。
“陈庭长，他又要打我，我要离
婚，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
2017年6月13日下午下班后，正
在办公室加班的陈书敬接到了李某
的求救电话。 陈书敬第一时间赶到了
现场，看见了正在争吵的李某夫妻二
人。 她先是疏散了围观的群众，请前
来劝架的社区干部一起做调解工作。
陈书敬先是和社区干部交谈，了
解他们夫妻二人的情况，接着背对背
分别做李某及其丈夫的工作。 经过了
解得知，两人在辅导孩子学习方面观

点出入较大，且相互指责，是造成矛
盾的起因。 于是，陈书敬单独和孩子
进行交流，并听取他对学习和父母争
吵的想法。 当她把孩子的想法说出来
之后， 夫妻二人都沉默地低下了头。
陈书敬趁热打铁，把自己对孩子的教
育想法和他们进行了交流。 一起纠纷
就这样化解了。
回到家的陈书敬，看着正埋首于
书山卷海而冲刺小升初的孩子，心里
觉得有些愧疚。
“舍小家顾大家，她的这种奉献
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尤其是年青
干警，更要以此为榜样，践行司法为
民，让群众在我们的努力工作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洪泽法院副院长袁爱
军如是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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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帮农民工成功“
讨薪”
年关将近， 大家喜气洋
洋准备欢度春节， 可也有一
些人为春节的来临发愁，他
们就是“讨薪”的农民工兄弟
们。 为了保障、维护他们的利
益， 淮安区人民法院席桥法
庭的法官们为此通过多次努
力调解， 终于为一批农民工
成功“
讨薪”。
2017年， 江苏淮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将北京某房地
产投资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
该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
2286693元及逾期利息60万
元。
淮晟公司的法人向承办
法官丁迅诉苦， 工程款中有
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工资。 因
春节临近， 面对着农民工们
殷切的希望， 他们恳请法官
能替他们想想办法， 至少先
把这部分工资给要回来。
丁法官听说此事后立刻
着手准备开庭， 看是否能在
年前将此事调解结束。 可是
当丁法官联系被告律师的时
候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被告

律师竟称冬天太冷， 准备去
海南过冬， 近期来不了淮安
进行调解。
“既然他们不肯来，那我
们亲自去要钱！ ”就在丁法官
告知席桥法庭庭长陶文花这
一情况后， 这位女庭长发声
铿锵有力， 而行动落实更是
掷地有声。 第二天丁法官就
亲自去北京为农民工们“讨
薪”。
2月3日， 丁法官带着书
记员赵云坐上了去往北京的
列车。 到了北京见到了被告
以及律师后， 丁法官立刻展
开调解。 经过两天的不懈努
力， 该公司与淮晟公司达成
了调解协议， 同意现支付50
万元的工程款给淮晟公司，
好让他们给工人们发工资回
家过年。 剩下的钱决定于
2018年6月25日之前全部付
清。 拿到50万元的淮晟公司
法人握着丁法官的手感激地
说：“我替农民工兄弟们谢谢
你！ ”
（华蓉 陶文花）

■担当，让真心真情赢得信任
“感谢书敬阿姨，我会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回到爷爷奶奶的身边”。经过
多次心理疏导， 未成年被告人小冯终
于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
在查阅卷宗时，发现其有多次盗
窃违法记录；在看守所交谈时，发现其
存在自暴自弃、焦躁情绪；走访时，发
现其缺少父母关爱”。陈书敬在处理涉
少刑事案件时， 形成了自己的办案模
式，即“阅卷+谈话+走访”，在陈书敬
看来，医生为人治病需要“望、闻、问、
切”， 而作为法官也应具备这种能力，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经过多方工作，小冯的心结解开，
在圆桌法庭，陈书敬为缓和对抗、紧张
的庭审气氛，精心布置，营造了宽松而
又不失威严的庭审。 小冯由最初的沉
默不语、抗拒不配合，到后来的积极主
动交代犯罪， 并表现出发自内心深处
的悔罪悔过。
“书敬阿姨，是您的‘大家都很关
心你，包括我在内’深深打动了我，让
我痛改前非；我在服刑期间，您还多次
来看望我，鼓励我，是您挽救了我，让
我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小冯在
监狱服刑期间，寄来一封长信。

由于表现突出，小冯被提前释放。
每逢节日， 陈书敬都会收到小冯寄来
的贺卡，以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情。
“
看到小冯每天都在进步，替他高
兴，涉少审判，决不能一判了之，真心、
真情帮教，才能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
迷途知返， 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与
鼓励。 ”陈书敬一脸幸福地说。
自2008年， 审理涉少刑事案件以
来， 陈书敬共帮教300余名未成年人，
疏导其存在的犯罪心理障碍， 鼓励他
们树立重新回归社会的勇气和服务于
社会的志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创新，让公平正义可感可知
在刑事庭负责探索轻罪速裁工
作时，陈书敬通过走访调研、考察学
习， 掌握了轻微刑事案件从侦查、公
诉、审判和执行刑罚等一些列的数据
和情况，并撰写了调研报告《轻罪速
裁审判程序之初探》， 得到院主要领
导的肯定和支持。 在陈书敬的大力推
动下，2016年联合区公安、 检察和司

法等单位共同出台了《关于轻微刑事
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
2016年6月6日晚，韦某喝了两杯
白酒后驾驶二轮摩托车，被公安机关
查获。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属于适用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在韦某自愿认罪
认罚的基础上， 启动这一办理程序。
从侦查、控诉、审理仅用32天，而开庭

仅用了5分钟，陈书敬作为主审法官，
于当年7月8日当庭作出宣判。
近两年来，由陈书敬主审的11类
适用轻罪速裁案件， 当庭宣判率达
95%以上，平均每个庭审时间为5~8分
钟，平均审理期限为8.5天，上诉率为
0.8%，无发改案件，轻罪速裁案件审
理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法治文化送万家

床前温情化纠纷

日前， 涟水法院组织干警来到高沟法庭
为群众义务写春联。 干警们在现场挥毫泼墨，
将“构建和谐新社区，法治春联进万家”等具
有法治特色的春联送给群众。
左晟 摄

针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告人年高且生病卧床不起的实际
情况，2月9日，金湖法院法官将庭审“搬”到当事人病床前。 法官为民
便民的举动打动了双方当事人，被告人当场履行部分还款义务，原告
伍晓伟 冯国丽 摄
也主动提出让步，达成余款分期归还协议。

盱眙法院

执行专项活动硕果累累
2月11日晚7时， 盱眙法
院“冬日暖心”执行专项活动
准时展开。 盱眙法院党组书
记、 院长接滨在作简单动员
后，发出“
出发”的号令，院党
组其他成员分别率领5个执
行小组共96名干警， 乘坐15
辆警车，兵分5路扑向各执行
点。 截至12日凌晨1时30分，
此次活动共带回被执行人32
人，司法拘留被执行人27人，
扣押车辆1辆，执结案件4件，
到位标的221350元， 另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2件。
执行一组在行动中，执
行干警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

索，找到被执行人王某家，恰
逢其家中无人， 正好遇到其
醉酒丈夫回家开门，经询问，
被执行人王某的丈夫不承认
是自己的家， 后经申请人辨
认， 确认其身份。 在事实面
前，王某丈夫仍抗拒执法，不
愿意开门配合搜查， 执行干
警只能依法破门而入。 后在
被执行人王某家中搜查出现
金10980元、 中华烟10条、手
表4块、相机一台，还有珠宝
玉器首饰若干， 因王某丈夫
妨碍执行公务， 对他采取司
法拘留措施。
（费尤祥 张华景）

淮阴法院

执行干警深夜出击擒“
老赖”
2月7日凌晨3点半，淮阴
区法院执行干警经过一夜的
奔波， 终于成功将一名“老
赖”送进区拘留所。
2月6日晚9点半，淮阴法
院执行局长刘斌收到一条来
自公安的信息： 您布控的人
员陈某于21时07分入住盱眙
某宾馆。 此人正是淮阴法院
请求公安部门布控查找的被
执行人。
据悉，陈某系该院4起执
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案件办
理过程中， 执行法官发现陈
某无迹可寻， 名下亦无财产
可供执行，案件陷入僵局。 去
年底， 该院与市公安局淮阴
分局形成联控机制后， 向公

安提交了一批下落不明的被
执行人名单，陈某名列其中。
接到信息后， 为尽快控
制被执行人，刘斌立即向市中
院执行指挥中心请求支援，在
得知市中院已委托盱眙法院
执行局先行控制后，随即安排
陈家等四名执行干警驱车前
往盱眙法院进行交接。
深夜11时55分， 执行干
警到达盱眙法院执行局，完
成交接后即刻返回。 凌晨1时
23分， 被执行人陈某被带回
淮阴法院执行局，经过谈话、
体检等程序后， 被送进了拘
留所。 凌晨3时40分，4名执行
干警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
家。
（徐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