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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塔卧镇素有“江南延安”之
称，是湘鄂川黔红色革命根据地，也是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据塔卧人民法庭负责人介绍，这
里是典型的老、少、边、穷革命老区，偏
远、山高、路陡，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
务工，村寨中留守老人儿童多，给庭审
和送达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面对这一现实，全庭工作人员心
怀为民的信念，扛起法律的天平，通过
一个个案件的办理，一件件纠纷的调
解，传承着革命先辈为民服务的作风
与情怀。

全庭工作人员巧花心思，结合当
地习俗，充分利用节假日、赶场日，安
排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开庭；有时遇到
特殊案件，全庭人员则将法庭搬进农
家小院，上门入户巡回开庭，极大方便
了当事人诉讼。

同时为了解决“送达难”这一问
题，法庭一面积极与当地政府、司法
所、村委会等组织联系，在遇到找不到
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不配合工作的情况
下，请他们协助法庭送达法律文书。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需要双方都
坐下来，把需求说出来。”另一方面，法
庭负责人则常常骑着自家摩托，载着
庭室工作人员，顶烈日、冒风雨，走村
串寨，送达文书。

2016 年 10 月 26 日，审理刘某与
覃某离婚案时，经调解，刘某自愿向覃
某支付 3 万元补偿金，当庭兑付 1 万
元，但该笔款项存放家中待取，而覃某
居住在偏远山沟，且因病行动不便。

作为红色革命老区的人民法官，
为方便当事人，法庭负责人带领工作

人员，踏着泥泞山道，跋涉近3个小时
为覃某送去了兑现款。拿到兑现款的
覃某握着法庭负责人的手紧紧不放：

“你是个好法官，我服你！”一直以来，
塔卧法庭始终将当事人的诉求放在心
上，不忘司法为民初心，牢记忠诚履职
使命，扎根基层、为民解忧。

“百姓对你工作能力有了认可，工
作就能很好开展。”法庭负责人说。这位
家在“苏区”的人民法官，继承了革命先
辈们的红色基因，坚定了为民服务的理
想信念，一边守卫家乡的公平与正义，一
边做平易近人、有血有肉的裁决者。

另外，花垣县麻栗场人民法庭受案
辖区含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为打
造湘西州的亮丽名片，湘西州中级人
民法院、花垣县政法委与县法院先后至
双龙镇、民乐镇、团结镇等地进行调研，
正在统筹规划打造红色法庭。

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彭卫兵指出，人民法院设置人民
法庭，根本目的就是为群众化解矛盾
纠纷，为一方平安和发展积极作为。
通过“办好案、多办案、快办案”把法院
的主责主业抓好，让群众少跑腿，尽最
大努力减少群众诉累，充分发挥人民
法庭服务基层，便利群众诉讼的前沿
阵地作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下一步，湘西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充
分发挥人民法庭重要作用，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扎实推进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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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里，高高耸立的武陵山上，层林尽染、
寒气逼人；武陵山腹地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土家苗汉各族群众，进入了特有的“过年节奏”——
杀年猪、打糍粑、吃刨汤肉；穿行在大山中的土家苗
寨，倾听一个个法度与温度相辅、相融的故事，感受
湘西州法院系统给予脱贫攻坚的巨大助力、给予和
谐湘西建设的巨大推力。

龙山县苗儿滩镇八吉村，现在已花甲之年的两
个亲兄弟，在1996年，因共同所有老屋产权问题，同
时走上了诉讼与信访之路，多次调解未果。

2014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洗车
人民法庭负责人，先后多次步行十余公里山路，到
双方当事人家进行调解疏通。亲情，是连接两兄弟
的重要纽带；于是法庭负责人与他们一起拉家常，
回忆兄弟共同成长的不易、艰苦奋斗的艰难——

“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守牛、一起砍柴，与父
母一起修建了这栋房子，然后在父母的努力下各自
成家立业……”亲情慢慢连接了起来，仇怨开始慢
慢消融，近 20 年的恩怨，终于在法官的温情下，融
化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
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共辖8个基层人民法院，
共有 35 个人民法庭——吉首市 3 个、泸溪县 4 个、
凤凰县4个、古丈县3个、花垣县5个、保靖县4个、
龙山县 6 个、永顺县 6 个。平均每年收案 6500 件，
结案6300余件。

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结合湘西州情，设置了“双语法庭”“旅游法庭”“红
色法庭”等，开展巡回审判，针对农忙时节生产紧张
等实际，采取巡回就地办案的方式，把法庭搬到土
家苗寨、田间地头，把法网的触角一步步“伸”至村
村寨寨，给群众讲法理、讲人情，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让理性的法度，也有了令人温暖的温度，达到审
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让法院的审判工
作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成为社会治
理的法律保障。

巡回审判 田间地头调解 房前院坝审判

湘西州域内，全是崇山峻岭，山高、
路陡，交通极为不便，少数山区群众到
法庭打官司极为不便，且成本极高。

加之一个人民法庭，需要管辖几
个乡镇的诉讼案件。如龙山县有21个
乡镇，60万人，6个人民法庭。永顺县
有23个乡镇，54万人，6个人民法庭。

以保靖县清水坪人民法庭为例，
位于保靖县西北部的清水坪镇，距县
城52公里，辖酉水河沿岸的土家族聚
居的清水坪、比耳、碗米坡 3 个镇、36
个行政村、1 个社区，辖区总人口 6.1
万人，法庭配1审1书2名干警。

司法的宗旨，是为民服务。
湘西州法院系统的人民法庭，采

用巡回审判的工作机制，设立巡回审
判便民服务联络点，让农村边远群众
更加便捷参与诉讼，以更快更好地化
解矛盾纠纷；利用赶场、下乡扶贫等机
会，或针对农忙时节，生产紧张等实
际，采取巡回就地办案的方式，把法庭
搬到土家苗寨、田间地头；田间地头调
解，房前院坝审判，成为基层司法的一
种独特方式，且可达到以案释法、审理
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法庭在巡回审判时，使用简易程
序，加大调解力度，最大程度做到案
结事了。

且法庭在巡回审判时，不是简单
地以审判为目的，而是把诉讼审判工
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故而特

别重视诉讼调解——原告与被告，原
本就是乡里乡亲，打了官司后，还得
房前屋后地居住在一个寨里；所以法
庭在巡回审判时，法度与温度并存，
大力推行多元化解矛盾机制建设，加
强与社会综治部门的衔接沟通，做到
案件审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

龙山县的 6 个人民法庭，巡回审
判、送法下乡，最大限度发挥巡回审
判的法治宣传教育功能；重点选择婚
姻家庭、继承赡养、农村土地承包、相
邻关系等农村典型案件，把流动法庭
开到田间地头、乡镇社区，使当事人
赢得堂堂正正，输得心服口服。同
时，在庭审过程中，向群众承诺：所有
矛盾纠纷，只要诉前能达成和解，不
收取双方当事人任何费用，既降低了
群众诉讼成本，又引导了群众养成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有力的维护
了社会稳定和基层和谐；2019年，6个
人民法庭已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299
余万元；通过这些便民措施，架起了
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花垣县的 5 个人民法庭，坚持进
村走寨预约立案、上门立案，将调解
放到田间地头，将庭审放在老百姓房
前的院坝上。2016年以来，花垣法院
巡回办案 165 件，超过受理民商事案
件总数的三分之一。

双语法庭 为土家族苗族同胞贴心服务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总人口
约为 300 万，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主
的少数民族约占80%以上。土家族苗
族聚居区有些同胞不能使用汉语进行
交流，语言成为诉讼的重要障碍。

于是，苗语、汉语的双语审判和
土家语、汉语的双语审判方式应运而
生。2017 年以来，湘西法院“双语法
庭”巡回办案 6600 件，占人民法庭办
结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

花垣县辖12个乡镇217个村，总
人口31.5万人，苗族人口占总人数的
77.3%。花垣县的 5 个人民法庭分别
是：边城法庭、吉卫法庭、龙潭法庭、
麻栗场法庭、团结法庭。

为方便土家族、苗族同胞的诉
讼，加强法官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花垣法院从实际出发，将掌握土家
族、苗族语言的法官安排在人民法庭
审判工作第一线，利用“双语法官”的

优势，充分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群众
在解决纠纷时的习俗、思维和心理习
惯，在化解矛盾纠纷中更好地与当事
人沟通交流，做好心理疏导和法律引
导工作，采用最合理最恰当的办法消
除矛盾，达到有效解决纠纷的目的。

“双语法官”扎根法庭，在基层一
线审判执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
湘西州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花垣县边城人民法庭曾遇到这样
一个案例。

原被告双方是年逾古稀的苗族亲
兄弟，因一条入户路结怨积仇十余年，
起诉受理后，兄弟俩均不通汉语，人民
法庭的“双语法官”派上用场。“双语法
官”按照苗族调处习俗，邀请了村支两
委及当事人家族长辈、邻居到场，用苗
语从亲情关系、社会风俗、诉讼风险及
影响等角度耐心引导当事人，终于促

成亲兄弟冰释前嫌，握手言和，重新搭
建起亲情桥梁。

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是少
数民族的重要权利，保障少数民族使
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能够更好地
推进诉讼进程，切实减轻群众诉累，
促成纠纷解决的实现。

凤凰县总人口43.1万人，由苗、汉、
土家族等28个民族组成，其中苗族人口
25.4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9.1%，是
一个典型的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
居县，大多数苗族群众运用苗语交流。

山江、吉信等法庭，长期坚持苗
汉双语开展审判工作，专门抽调苗汉
双语兼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法官，
到有苗族群众聚居的山江法庭、吉信
法庭工作，打造“双语法庭”，用当地
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开展民族特色审
判，最大限度的方便民族群众诉讼，
切实减轻群众诉累。

旅游法庭 让游客畅游湘西山水

红色法庭 坚定为民服务信念

保靖县人民法院城郊法庭法官赴长潭河乡车湖村，进组入户

调解一起排除妨碍纠纷，再次确认当事人土地承包地的界址。

吉首市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该市社塘坡一处民宅空

地上，审理一起法定继承权案件。

古丈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①凤凰县人民法院旅游巡回法庭，法官耐心调

解一起涉旅纠纷。

②花垣县人民法院在花垣县两河乡桐木村搭建

了简易的“双语法庭”。

③泸溪县人民法院浦市巡回法庭在当事人家门

口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

①①

③③

②②

（本版图片均由湘西州各县市人民法院提供）

茂密的森林、奇异的山水、丰富灿
烂的民族文化，为湘西州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湘西州因
势而为，提出了打造国内外知名生态
文化公园的目标，让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为精准脱贫攻坚作贡献。

旅游产业，如今成了湘西州的支
柱产业。

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凤凰县、永
顺县、泸溪县等县法院成立旅游巡回法
庭，吉首市、龙山县、古丈县等县市法院
成立专门合议庭，专职审理涉旅游和环
境资源纠纷案件，为湘西全域旅游发展
和绿色湘西建设保驾护航。

凤凰县，是湖南文化旅游的重点
县。旅游市场的火爆，必然带来一些
因旅游而生的纠纷与争端。2013年，
凤凰县人民法院“旅游速裁法庭”正式
挂牌成立；2017 年，发展成为具有独
立机构编制的“旅游巡回法庭”。

凤凰县旅游巡回法庭对涉旅纠纷
案件一律使用简易程序，并创新构建
了“注重调解，免收诉讼费和执行费，
定期、定点和定人，就地立案、审理、调
解和执行”的“一重、两免、三定、四就”
审判机制；基本做到当日受理、当日立
案、当日送达的目标，确保旅游纠纷及
时化解，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方便游客维权。

同时，凤凰县旅游巡回法庭充分
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主动
与凤管委、文体旅游、司法、公安等部
门，加强沟通与联动，将人民调解、行
业调解与诉讼调解相结合，发挥社会
合力，妥善解决旅游纠纷案件，为游客
维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促进基层社
会治理法治化。

2019 年 5 月 7 日，长沙的邓先生
来凤凰自驾游，将车辆停放在凤凰县
古城南华门附近的经营性临时停车
场内。当晚，该停车场内的堡坎垮塌，
正好砸中邓先生的车，导致车顶、后视
镜、玻璃窗等多处受损，造成较大的经
济损失；邓先生就赔偿问题与停车场
负责人姜先生产生了分歧。

旅游市场监管综合调度指挥部
接到邓先生的“报警”电话后，旅游巡
回法庭、公安交警、工商局和文旅局
的相关人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取证。旅游巡回法庭的法官，在尊重
事实的基础上，把情、理、法，融合在一
起，双方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凤
凰很美，人心很暖。”邓先生感叹道，并
表示下次还会再来凤凰。

据统计，自 2017 年起至今，湘西
州两级法院旅游巡回法庭涉旅纠纷案
件审限内结案率和旅游巡回办案调解
率分别为99.89%和54.76%。

凤凰县旅游巡回法庭的做法，是
湘西州州县两级旅游巡回法庭的写照
与缩影。

龙山县法院城郊人民法庭庭长与干警在该

县华塘街道办事处象鼻社区给被执行人家属讲

法释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