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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郭天岩

“一个案子，讲法律可能有几个裁判结
果，如果讲良知与情怀，就只有一个结果。”

初冬时节， 记者到娄底市娄星区人民
法院采访， 该院院长郭超群这番话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前不久，他被省高级人民法院
授予“湖南省审判业务专家”称号。20多年
来，情怀和担当，一直贯穿其职业生涯。

善于“拆弹”的法官

听郭超群讲办案故事，就知其获评“湖
南省审判业务专家” 名不虚传。2002年到
2016年，他一直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一庭工作，是有名的“拆弹专家”。

“不好了！张某用菜刀把自己的一根手
指剁掉了， 扬言拿汽油把幼儿园烧掉！”
2014年的一天，一位副庭长冲进时任娄底
中院民一庭庭长的郭超群办公室， 气喘吁
吁地报告。

原来， 某幼儿园长期租用张某的车接
送学生。一次，幼儿园安排多坐了几个人，
张某驾驶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 自己受伤
并致残。张某起诉要求幼儿园赔偿，一审法
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张某不服，上诉到娄底
中院。

郭超群迅速赶到现场安抚张某：“你先
不要激动， 你的案子我们会妥善处理好
的。”最终让他放下菜刀，去医院治疗。

事后， 郭超群了解到张某因交通事故
致残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 妻子也因此与
他离婚，遂积极与当地政法委、乡政府及幼
儿园沟通， 依法为张某争取到适当赔偿和
救助金。

郭超群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办案
时善于心理疏导。

早几年， 湖南省某工程有限公司和娄
底市两家建筑工程公司与娄底某监狱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六案， 一审法院判决该监
狱共计支付工程款587万余元，该监狱不服，
六案均提起上诉。 一方是员工众多的建筑企
业，一方是新迁入娄底市区、在押犯达数千人
的监狱，稍有不慎，很容易激发新矛盾。

在调解陷入僵局时， 郭超群了解到新的
监狱长刚刚上任，急于解决遗留问题。他抓住
时机数十次组织调解， 所提出的方案在该监
狱党委会上获一致通过， 最终六案全部调解
结案，各方当事单位都十分满意。

勇于担当的院长

娄星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绩效考核, 曾连
续几年为娄底市最差, 其中一项考核指标长
期在全省垫底。

2016年9月， 郭超群就任娄星区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短短1
年多时间，成绩显著，该院实现了从垫底到先
进的蝶变。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
革推进会上，该院成功经验被誉为司改的“娄
星模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康为民先后作出批示， 对该院改革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学习、推广。

娄星区法院并非我省首批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法院，却率先全面启动改革，这体现了一
种担当。郭超群表示，到该院就职之日，他就
下定决心：“既然来了，就要有担当，任何阻力
都要排除！”

案多人少是娄星区法院突出矛盾。 该院
案件(新收加旧存)从2013年的4909件急剧上
升到2016年的11942件,增加了140%,而人员
编制只从95个增加到105个。

“必须向改革要生产力！”2016年9月，全
省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启动后, 郭超群和院
党组一班人主动推进各项改革, 在最短时间
内完成了40名员额法官的遴选, 确立了审判
团队的核心。同时,开全省法院先河,与湖南人
文科技学院法学院合作, 在大四学生中开办

法官助理培训班, 从中选聘了一批见习法官
助理,解决了法官助理的来源问题。

2017年初, 该院又打破原有审判庭建制
组建办案团队, 院庭长直接编入团队办案,确
保85%的力量充实到办案一线。

经过一系列改革， 全院司法绩效明显提
升: 自2017年2月6日全面实行司法责任制改
革至10月31日，该院受理案件11143件，结案
8369件， 结案数较去年同期增加2082件，增
幅33.11%，结案率提高6.66个百分点；服判息
诉率提高2.06%， 改判率下降7.75%。2016年
11月到2017年10月， 该院共审、 执结案件
10047件，总结案数首次突破1万件，居全省
法院第10名。

勤于著述的学者

最是书香能致远。
1993年， 郭超群毕业于湖南省司法学

校，取得中专文凭。20多年来，他嗜书如命、
手不释卷，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目前，他正在
攻读中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同时在
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任兼职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

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但郭超群参与的著
述多为重大课题。2006年以来，他承担、参与的
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课题就多达十余项。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
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法治中国研究》课题，郭超群是主要调研人与
撰稿人之一；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基本
医疗服务保障法制化研究》，他是主要调研人
与撰稿人；全省法院重点课题《关于医疗损害
赔偿纠纷的调研课题》，他是组织者、主要执
笔人。这些重大课题，成果转化良好，有效指
导了司法实践。

工作之余，郭超群每每与书为伴，鲜有应
酬。每天晚饭后散完步，他或在书房，或在咖
啡厅书吧，捧一卷书，拿一支笔，享受自己的
读书时光。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邹玲林）11月12日上午，“党的民族政策、
法律法规、 民族知识竞答赛” 在湖南大学举
行，老同志石玉珍、彭楚政出席。

“我省最早建立的自治县是哪个县？长沙
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是哪个村……”比
赛现场气氛热烈，主持人话音刚落，参赛选手
纷纷抢答。参赛队伍总共21个，由长沙市民族
联谊会各分会和其他特邀代表队组成， 共计
200余人参加。 最终长沙市民族联谊会长沙

县分会代表队、 长沙市民族联谊会湖南农业
大学分会代表队获得特等奖。

本次竞答赛在省民宗委和长沙市民宗
局的指导下，由长沙市民族联谊会联合湖南
大学统战部和湖南大学民族联谊分会共同
举办。举办竞答赛目的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唱响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旋律，
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法律
法规。

情怀和担当
———记娄星区人民法院院长郭超群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谢昕婷
记者 龙文泱）全国曲艺、木偶剧、皮影戏优秀
剧（节）目展演正在福建晋江举行。11月11日
至12日，我省两部剧目———皮影戏《龟与鹤》
和木偶剧《小放牛》在展演中精彩亮相。

这两部剧目皆为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创作。 带有寓言性质的皮影戏《龟与
鹤》讲述了白鹤与龟相争，自恃嘴利能飞，骄傲
轻敌，终被乌龟打败的故事。该剧曾在罗马尼亚
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木偶节上获得“最佳演出

奖”。木偶戏《小放牛》的故事发生在阳春三月，前
往杏花村买酒的小村姑向牧童问路， 调皮的牧
童借机与她对歌，两人天真活泼的对唱，十分有
趣。该剧曾在金狮奖·第四届全国木偶皮影中青
年技艺大赛中获得“优秀表演奖”。两部剧目的角
色造型精美生动，操作者的操作稳健准确，细腻
传神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全国曲艺、木偶剧、皮影戏优秀剧（节）目
展演由文化部、福建省政府主办，共有27个省
市区的82个剧（节）目参演。

我省两部剧目亮相全国曲艺、
木偶剧、皮影戏优秀剧（节）目展演

“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
及民族知识竞答赛”在长举行

11月11日，长沙
师范学院， 学生们在
参观陶瓷制作技艺。
当天， 湖南省第五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在该校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屈晓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