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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化身网络主播

“带货”卖房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吴倩 通讯员 徐晓
艳 郭思楚）为解决执行财产变现难的问题，尽快
兑现申请执行人的权益，郑州市管城区法院创新
工作方式。3 月 23 日下午，该院首场司法拍卖淘
宝卖房直播开播，法官化身主播，
“带货”
卖房。
此次直播推介的房产共有八套，别墅、复式、
小户型，房源多样。执行法官轮番介绍房产情
况，对每一套房产的户型面积、周边设施、绿化面
积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网民与法官热情互动，
法官“主播”诙谐的话语打破了网民对司法拍卖
刻板的印象。
直播中还抽取了 20 名幸运粉丝，
他们将获得

到法院旁听开庭、见证执行、和法官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
据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庞炜介绍，网络直
播卖房能让更多人看到网拍房信息，竞拍人可以
在直播间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咨询，更加
有利于房产的拍卖成交。该院将不定期组织淘
宝直播拍卖活动，将网络直播作为法院执行工作
的常态化内容。
据执行法官介绍，此次直播是为该院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期间拍卖的部分房产专门进行的推
介，大家可在这期间到淘宝司法拍卖平台进行网
拍。

上法治课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
建刚 通讯员 代文官 王凯泉）
“不小心碰
掉别人一颗牙怎么处理？故意打掉别人
一颗牙怎么处理？”
“ 怎么判断一种行为
是否可能违法？”
“ 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法
律法规有哪些？”3 月 24 日，渑池县法院
仰韶法庭法官马瑞阳在直播课堂上，给
3800 余名师生上了一堂以《法育未来·与
法同行》为主题的法治课。
课堂上，马瑞阳针对青少年违法犯
罪 突 出 问 题 ，紧 扣 学 生 关 心 的 热 点
和焦点问题，结合自身办案
经验和典型案例，
深刻分析了

济源中级法院
全面推广运用
信息化技术手段

全员用 全程用
规范化 常态化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同时，她还向学生们详细解读了疫情
防控工作的相关法规，呼吁大家要
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良好
的生活卫生习惯，一起维护社会
秩序，切实为自己、家人及他人
的生命与健康负责。
这一堂法治课既严谨
又充满趣味性。课后，
在线收看的老师和同
学 们 纷 纷 表 示 ，法 治
课对每一名学生来
说都是非常重要
的 ，要 让 法 治 教
育多进校园、
进课堂。

她的荣誉
共产党员示范岗
巾帼办案标兵
先进工作者
李庆军式十佳法官
荣立个人一等功
……
她所在的审判庭
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
荣立集体三等功
……

刑事法官吴淑敏

作为一名
党龄比工龄还长
的党员法官，入党
24 年来，安阳市文峰
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吴
淑敏坚持把理想信念融入
司法工作当中，忠诚履职尽
责，勇于担当作为，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
用。
2019 年，
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受
理了省委政法委挂牌督办的许某等
77 人校园贷涉黑案件，这是安阳法院
系统办理的被告人人数最多的案件。吴
淑敏勇挑重担，
担任审判长主审了该案。

□河南法制报记者 吴倩

●●勇挑重担 严谨细致办案
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吴淑敏的公公被
查出患有癌症。为了不耽误工作，吴淑敏
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到医院照顾公公。在办
理该案期间，
她没有请过一次假，
经常放弃
个人休息时间，
加班加点研读案卷、
梳理思
路、提前制定庭审提纲。仅仅 2 个月时间，
她就阅卷210余本，
制作阅卷记录100余页，
绘制架构图、
罪名表等 20 余份，
制定开庭预
案、
庭审提纲、
讯问提纲 11 份 200 余页。正
是因为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
该案持续 5 天
从上午8点到晚12点的庭审，
未出现任何纰
漏，
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赞誉。
在该案庭审结束后的第 9 天，
吴淑敏的
公公不幸去世。送走老人后，她又投入到
新的工作中，在开庭后 15 日内便完成了长
达 365 页的审理报告，
字字精准，
句句通透。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济源中级法院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执
法办案，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大力推行网上办案，执法办案工
作成效明显。今年以来，济源两级法院通过移动微法院、云间互联
网法庭等平台开庭审理 302 起案件，占受理案件的 8.44%。
该院党组协调立、审、执、审判管理等部门，打破不想用、不
敢用、不会用的“隔离墙”，信息化开庭、调查、听证运用不断
加强。同时，通过审判庭现场培训、一对一电话指导、微信
工作群推送培训材料等方式，提升智慧法院技术应用“必
修”技能，
确保全员用、全程用。
该院诉讼服务中心每日通报立案信访情况，审判
●●忘我工作 树立为民典范
管理部门每周通报案件办理情况，微信公众号实时
宣传，对疫情防控期间执法办案成绩突出的集体和
群众利益无小事。2018 年 4 月，吴淑
强忍着身体不适，坚持让当事人把话说完，充分行
个人及时给予通报表扬，形成创新者受褒奖、实
敏在一起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突感心脏
使诉讼权利。
干者得实惠的良好氛围。
不 适 、头 痛 恶 心 。 她 第 一 时 间 想 到 的 不 是
直到庭审结束走出审判庭，同事们才发现蹲在
为有力发挥院领导网上办案示范引领作
休庭休息，而是法庭的庄严和当事人的权利
楼梯上的她脸色煞白、非常虚弱，急忙拨打 120 将她
用，3 月 20 日上午 9 时，该院院长侯保宗担任
保障。
送至医院进行急救。经过检查治疗后，病情稍稍稳
审判长在线开庭审理了一起合同纠纷二审
如果因个人原因贸然休庭，会影响庭审的连
定，第二天，她又坚持开庭审理了 30 余起劳动争议
案件。侯保宗在庭审后说，
要积极适应执
续性，也有可能引起当事人的负面情绪。于是，她
群体性案件。
法办案新形势，
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技术
应用，
充分利用
“智慧法院”
建设成果，
●●牢记使命 公正廉洁执法
抓住有利时机，树立新的司法理念，
转变传统办案模式，
全面推广运用
法官是一种职业、一个身份，更是一份责任、
时正值年关，为让劳动者赶在春节前拿到判决书，顺利到社保
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强网上办案
一种使命。法槌敲响的那一刻，法官就是维护正义
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吴淑敏主动放弃休息，周末开庭审理案
宣传引导，
提高网上办案技能，
的化身。
件，
让涉案劳动者在开庭后一周内就拿到了判决书。
提升网上矛盾化解能力，
持续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吴淑敏坚信法官的舞台就在
当事人被吴淑敏的为民情怀深深感动，数次提出请吃饭
推进网上办案规范化、
常态
庄严的法庭之上，在高悬的国徽之下，在清脆的法槌声
致谢，
都被她礼貌谢绝，
只得送锦旗表示感谢。
化，让当事人享受到更加
中。
吴淑敏总是怀着对法律的热忱、对群众的关切，以坚韧不
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
2018 年底，在 50 余起劳动争议群体性案件中，用人单
拔的精神奋战在审判一线。她用对法律的敬畏和一腔热血生
诉讼服务。（济宣）
位老板因资金周转问题，拖欠劳动者工资，欠缴保险费。当
动诠释着新时代女法官“巾帼不让须眉”
的靓丽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