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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流转，时光如梭。55年前，浙江枫

桥干部群众探索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

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

验”，得到毛泽东同志批示，成为全国政法战

线一面旗帜。15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

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开启了新时代“枫桥

经验”发展新征程。

在11月 12日召开的“枫桥经验”纪念大

会上，中央政法委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创新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焦作两级法院紧紧依靠党委的

坚强领导，秉承“让法官多走路、让群众少跑

腿”的工作理念，坚持发扬“枫桥经验”和马

锡五审判方式，探索创新了巡回办案、多元

化解、普法教育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预防

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新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积

极性，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有力促

进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使“枫桥经验”这一“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的

怀川大地上焕发出蓬勃生机。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刘建章

“金字招牌”在怀川大地焕发生机
——焦作两级法院传承发展“枫桥经验”纪实

“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富有活力，根本保证就
在于始终依靠党的坚强领导。

2017年 6月 16日，沁阳市委组织召开涉公被执行人
集中约谈大会，对 2家涉党政机关、41个单位的一把手和
66名涉公职人员被执行人以及25个行政村的涉案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进行集中约谈。不仅让“老赖”有所忌
惮，也对想“赖”的人起到了警示作用。当日下午，就有 12
起涉公案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

为确保焦作两级法院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
务，焦作市委、市政府于2017年 1月 9日出台了《关于支持
人民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提出凝聚社会
各方力量，依法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建立“党委领导、人大
监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
界参与”的执行工作大格局。在党委政府的有力支持下，
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年以来，全市两级
法院将 7515 名失信被执行人纳入“黑名单”，司法拘留
1121人，以拒执犯罪判处 47人，2733名失信被执行人迫
于压力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

不仅是执行工作，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焦
作两级法院也始终坚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
及社会各界支持，建立各项保障措施，全面整合矛盾纠纷
化解力量，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调解网络。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先后3次向市委常委会作专
题汇报。焦作市委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战略高度，将
多元化纠纷解决改革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同时，联合
市综治办、市司法局等机关出台了有关诉前调解与司法确
认工作的 13个规范性文件和 11项规章制度，使多元纠纷
化解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在焦作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市两级法院全面
落实诉调对接场地和设施，共建立了 11个诉调对接中心，
在市直单位共设立35个诉调对接工作室，全市乡镇（街道）
共设立 104个诉调对接工作站，在 881个村（社区）建立诉
调对接联系点，构建了一条主线贯穿、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的立体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现了诉调对接平台全覆盖。

2017年 2月 16日，全国法院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改革暨示范法院经验交流会召开，焦作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为全国3个中级法院之一，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传承和发展‘枫桥经验’最根本的就在于把党的领导
落实到基层。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化解
矛盾纠纷单靠法院一家不可能实现，必须紧紧依靠党委，
才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2014年焦
作市中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示范法院以来，市委、市政府从制度建设、人员协调和经费
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法院强有力的支持，在全市构建起党
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多方联动的纠纷化解工作格
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焦作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玉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去年9月，孟州市某小区物业公司起诉
小区 5 名业主，要求被告缴纳拖欠的物业
费。由于物业公司和业主“势不两立”的现
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为了达到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孟州市法院
法官康秀丽决定通过巡回开庭来办理此案。

开庭当天，巡回审判车开到了小区广场
上，吸引了许多业主前来旁听。经过法官耐
心细致的调解，双方当庭达成协议，5名业
主主动缴纳了拖欠的物业费，物业公司也表
示今后会加强管理，改进工作方法，更好地
为业主们提供服务。本来“拔剑弩张”的双
方终于握手言和。

“法庭开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让我们真
切地感受到法院工作的公开透明，我们通过

旁听学到了有关法律知识，深受教育。”小区
业主张先生对这次巡回审判赞不绝口。

孟州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曙光说：
“将法庭搬到田间地头、社区楼院，让法官多
走路，让群众少跑腿，通过巡回法庭与群众
互动，接受咨询、解答疑问、普及法律知识，
树立了良好形象，提高了群众对法院工作的
满意度。”

群众切身感受的背后，是焦作两级法院
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刻以群众不断增
长的司法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追求的
生动诠释。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初心所在、力量所系。坚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就是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落实到基层治理之中，让人民群众成为
基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
定支持者。

为了使巡回审判制度化、规范化，2014
年 4月，焦作市中院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巡
回审判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基层矛盾预
防化解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若干规
定》等文件、规定，人民法庭审判人员每周至
少要保证1个工作日到巡回办案点、便民联
络站走访接待当事人、巡回办案；每年要对
辖区人民调解员培训一次；两级法院院长每
年到巡回办案点、案发地巡回开庭不少于
10次；法庭巡回开庭要达到40%以上，确保
巡回办案不流于形式。

全市两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积极响
应，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理、就地宣
判、就地普法的“五就地”办案制度在焦作全
面推行开来。各级法院选择典型案件，利用
车载法庭，深入百姓家中、田间地头、企业车
间、厂矿工地等基层单位，开展巡回审判，方
便当事人诉讼，方便基层群众旁听，真正让
法官的司法为民理念落地生根，把问题解决
在一线、感情融洽在一线。

2017 年 3 月至今，全市两级法院已开
展巡回审判 2156场次，参加旁听的群众达
3.89 万人次，通过社会力量化解各类纠纷
4326件，既提高了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
能力和水平，又有效地把各种矛盾隐患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走进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成丰路社区综治中
心的“玉香家事调解工作室”，由李玉香总结提炼的
耐心、细心、爱心、交心、公心“五心工作法”张贴在墙
上，十分醒目。

艺新街道党工委书记秦金玲笑着说：“玉香家事
调解工作室落户我们社区家事调解中心，真是太及
时了，法院把调解家事纠纷的阵地推进到了居民家
门口，既方便了群众，又维护了大局。”

创新是“枫桥经验”永葆生机的不竭动力。基层
大量矛盾都是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特别婚姻家事纠
纷案件不宜简单地用“一刀两断”的判决来处理。为
了避免出现“赢了官司，输了感情”的局面，如何把
诉讼与非诉方式一起构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
决体系，共同构筑社会的稳定机制，是当前人民法院
工作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
和着力点。

近年来，焦作两级法院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推动“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
积极争取各方支持，积极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创新，充分运用情、理、法相结合的和谐司法、协
同司法方式，使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平息在
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
少不和谐因素，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

2016年，焦作市中院研究出台专门的方案，并率
先组建了由法官名字命名的李玉香家事审判团队，
由李玉香担任审判长，配有两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
记员以及若干名社会调解员和专职心理咨询师。同
时，指导全市基层法院择优选派一批业务精湛、责任
心强的优秀女法官，成立家事审判工作室，专门审理
离婚、继承等10余类因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案件。

在工作室里，“圆桌式”布置代替了高高在上的
审判台，“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等称谓取代了
原告、被告等冰冷的法律术语，拉家常式的调解让家
事审判充满司法的温情。

今年 3月 28日，焦作市中院又出台具体的实施
意见，要求各基层人民法院以成丰路社区“玉香家事
调解工作室”和“冬香好妈妈家事调解工作站”为示
范，以法院为主导，依靠基层党委政府，结合当地实
际，全面组建各辖区的家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诉
前和诉外工作机构——“家事调解工作室（站）”。

目前，全市各社区 43个调解工作室（站）在两级
法院主导下，从律师、退休教师、老党员、心理辅导
师等中选聘 382 名调解员，法院通过专题培训、网
络指导等方式，加强对调解员的法律培训，并派法
官定期到调解室（站）值班，及时处置家事纠纷。两
年来，焦作两级法院家事审判共开展巡回审判 1085
场，回访帮教 351人次；2016 年以来共受理家事案
件 10449件，其中调撤 6582件。2018年 7月份，李
玉香家事调解工作室被表彰为全国法院家事审判
工作先进集体。

法院搭建平台，各类调解组织主动融入，群众广
泛参与，共同解决矛盾纠纷——这是焦作法院系统
近年来积极探索实践开创出的一套独具特色的纠纷
解决多元化模式，该模式对矛盾实行分类、分流、分
解、共抓，使矛盾纠纷实现了从“独木桥”到“立交
桥”、纠纷化解从“独角戏”到“大合唱”的转变。

随着时代的变化，“枫桥经验”也应不断创新升
级。互联网时代要创新矛盾纠纷解决方法，加快人
民法院信息网络建设，运用“互联网+调解”的方式解
决社会矛盾，推广法槌+鼠标、面对面+键对键的网上

“枫桥经验”。截至目前，焦作中院已实现与 11个诉
调对接中心、市直 35个诉调对接工作室、全市乡镇
(街道)104个诉调对接工作站的网上协同办案，实现
受理、登记、承办、转办、化解、确认、转立案各环节无
缝衔接。

“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将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
深度融合，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化解纠纷，以信息
化手段提升办案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减少当事人诉
累。”焦作市中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张利学说。

杨某花 6000多元给妻儿买保险，却舍不得给爹
娘支付 1600元的赡养费、医疗费，对生效的法院判
决置之不理。中站区法院将刑事审判庭开到杨某所
在的村子，就地开庭审理这起拒执罪案。杨某当着
旁听乡亲们的面儿认罪悔罪，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
反响，收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巡回办案的同时就是在进行普法宣传，对一些
赡养或邻里纠纷等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到农村、到现
场办理，促进了乡风文明、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十
九大代表郭爱萍深有感触地说。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枫桥经验”创新
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善治新
体系的根本方式。法院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不仅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还要充分发挥道德建设
的教化作用，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潜力，变“事后诉讼、
事后调解”为“事先预防、源头化解”，让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观念深入人
心，使家风更文明、民风更淳朴、社风更纯正。

法治建设的根基在基层、薄弱区域在乡村。建
设法治乡村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而
以法治保障乡村有效治理，正成为夯实基层基础的
固本良策。焦作两级法院注重把巡回审判与保护

“三留守”人员、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结合起来，在巡回
审判中发挥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
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同时借助巡回审判开展
普法工作，提升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教育他们遵纪
守法，引导他们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谈到下一步如何继续践行和发扬“枫桥经验”，
李玉杰说：“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人民法院大有可
为。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我
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是焦作两级法院干警都必
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焦作两级法院传承和发展‘马
锡五审判方式’和‘枫桥经验’的脚步在怀川大地从
未停歇，并将更加行稳致远。”

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

巡回办案来到群众家门口

诉调对接化解矛盾在基层

预防纠纷从普法宣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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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两级
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宣誓大
会现场

法官跋山涉水去基层巡回办案

法官将巡回法庭开到了工地上

全省首次网上开庭，方便群众诉讼

家事审判进社区，化解赡养纠纷案法官来到田间地头化解土地流转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