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海峰：调整压力，办好案子

成都市法院系统将发布《最牛“调解哥”》专题片收看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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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从金堂县政府获得近20万元的

资金改善小区环境，赵镇三江社区宏发小区居

民却想法不一，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能按时

开工。三江社区书记韩英则将不同意见一一化

解，她说关键是做思想工作。只要把群众的小

事当成工作的大事， 没有处理不好的事情。处

理好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群众的贴心人。

20万改善小区环境的资金具体如何用，面

对小区业主不同的声音，今年9月2日，前去宏

发小区调解的韩英说：“社区是大家的， 需要

大家一起努力，咱们多为别人想一想。想多修

停车位的为没有车的想想，没有车的为那些有

车没地方停的邻居想想。”在三江社区宏发小

区的院子里，韩英正召集居民们召开关于院落

整治的协调会。 她耐心地组织大家发表意见，

倾听每一位群众的建议，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

微笑。不一会儿，大家的意见达成了统一。

这样的会议， 在三江社区开了无数次。

2012年，县上启动了老旧院落整治工作，而三

江社区位于赵镇老城区， 老旧院落90多个，占

了全镇的四分之一。为了改善老城区院落居民

的生活环境，韩英带领社区两委一班人夜以继

日地到各个院落开坝坝会，到居民家中宣传整

治工作，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

为了能给老百姓打造满意的居民环境，韩

英每天都要来到施工现场督促施工、 协调矛

盾。沱起小区在整治前，环境脏乱差，盗窃事件

频频发生。 小区大部分居民都十分支持整治，

但少部分占用小区公用房的居民却强烈反对

整治，让整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为了让整治

工作顺利进行，韩英多次向不愿整治的居民讲

解院落整治的意义和必要性，最终用坚持和诚

意感动了这部分居民，主动搬出公用房，并把

这些公用房改造成了活动室，为小区居民提供

了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两年来，三江社区共有40个院落进行了院

落整治、5个点位的“城中村”进行了整治，整

治过后的院落绿化整齐、下水道通畅、车辆停

放整齐，环境卫生干净，居民生活环境大大改

善。为了促进邻里和谐，她还协助院落内建立

住户公约、小区管理制度等，现在院落管理规

范， 绿化整齐， 还新增了活动室和健身器材，

“现在咱们的小区环境越来越好，邻里纠纷越

来越少， 在这里生活心情也越来越好了”，说

到自己的家园，居民们都很满意。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一段时间以来，本报报道的最

牛 “调解哥 ”李海峰法官的故事引

起广泛关注。 他力行调解结案，化

解了诸多当事人间的矛盾，赢得了

锦旗和信任 。近日 ，央视为他专门

制作专题片，播出后让他再次“红”

了一把。

在媒体的集体关注下，李法官

正在被塑造成一个不辞辛苦化解

矛盾的基层典型，与一些典型不同

的是，这个李法官有着相当深厚的

“群众基础”，不仅受到众多当事人

追捧，而且在网上引发了几十万人

参与的讨论。

回头想想，李海峰之所以引发

议论 、让人动容 ，就在于他的平凡

和真实。 一个基层法官， 忙碌、琐

碎、忠于职守、为当事人着想，希望

通过调解把案子办得更完美……

其实都是些本分事。正是这些本分

事刻画出了基层法官最难能可贵

的一面。

世上最容易的是本分事，最难

的也是本分事，法官如果不能尽本

分，所谓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

治市就只是概念和口号，如果每个

法官都能像李海峰一样干好本分

事，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

就触手可及。

法官断案 ，下判最简单 ，但下

判只能解决法律冲突，不能消解现

实矛盾 。因此 ，我国从立法到司法

都很重视调解，离婚诉讼中还将调

解作为必经的前置程序。判案是法

官的本分 ，调解也是本分 ，两者相

较，调解更劳神费力，是难还是易，

每个法官都面临选择。

李海峰选择向难而行，他是真

心希望当事人能化干戈为玉帛，希

望为社会贡献正能量 。其实 ，法治

的实现不在轰轰烈烈之中，而在点

滴浸润之中，法官一点点实实在在

的努力， 一点点真真实实的改善，

才让我们距离法治越来越近。

法治大厦的根基建立在法官的

本分之上。 李海峰被媒体关注正在

于他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但从另外

一个角度看， 一个尽了本分的人被

广泛关注， 说明尽本分还是个稀缺

品， 所以李海峰的真正启示在于号

召大家都尽本分。就像那句歌词，只

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同样，只要人人都能在

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尽本分，事

事按规矩办， 在加一点个人的主观

善意和努力，不仅法治可期，而且我

们的国家和社会一定会变得更高

效、更文明、更温暖、更和谐。

节后上班第一天

20万元改善小区 她帮大家打破僵局

李海峰用调解减少“气官司” 成都商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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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春

昨日是中秋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李海峰刚在崇州市法院露面就迎来了同事

们的祝贺和善意的调侃，以至于当天办理案件

时都有了不小的压力，“只有把压力变动力，

把案子办好”。

成都商报此前曾报道，在收到中央电视台

编导关于《最牛“调解哥”》专题片播出时间

的提醒以后， 李海峰只将消息告诉了其妻子

（详见成都商报9月6日、9月9日报道），昨日上

班，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处相关负责

人得知专题片播出的消息后，赶紧收集整理了

详细信息， 准备在成都市法院系统内发布，建

议、提醒法院系统内收看专题片。

节后工作：一天办理两个案件

昨天，李海峰的工作排得很满，上午办理

一个离婚案，下午办理一个交通事故案件。和

他今年办理的大多数案件不同， 这两个案子

不是在三江法庭办理的， 而是在崇州市法院

办理的。

“我考虑到当事人的安全，就没让他们去

三江，临时改在崇州的。”李海峰介绍，上午的

离婚案情况比较复杂： 这是一个离婚再组家

庭，男方今年60岁，大了女方12岁。婚后，男方

有酒后打女方的情况。在得知女方起诉离婚的

消息以后，男方很激动，曾扬言要打女方，所以

李海峰才决定更改办案地点。

在调查了解情况时，男方最初坚决不同意

离婚，后来又决定“要由他来起诉女方离婚”。

在昨日调解时，男方的亲友到了现场，李海峰

采用迂回战术， 先和男方的亲友取得一致意

见，“毕竟女方还年轻，要是被男方起诉离婚，

以后不好再婚”，然后由亲友打主力，劝熄男

方的怒火，最终双方协议离婚。

成名已久：他是法院的先进典型

其实，在成都市法院系统内，李海峰早就

是名人了。“李海峰是法院系统的先进典型。”

在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处新闻科夏科长还没有看

过《最牛“调解哥”》专题片，他一边追问成都

商报记者专题片播出的具体信息，还一边“责

怪”李海峰捂着消息不透露。

在日常接触中，夏科长对李海峰的工作环

境、工作方式比较了解。“在外人看来，基层法

庭的案件可能没什么价值， 根本不值得打官

司，然而对当事人来说却很重要，有时候他们

打的就是‘气官司’。”针对基层法庭的“气官

司”，依法判决当然可以产生一些法律上的权

利、义务，然而，当事人可能想不通，就会一再

地继续上诉；而如果法官先进行了大量社会调

查，了解清楚官司的来龙去脉，经过调解消了

当事人的气， 效果就会很好，“看起来法官的

工作量大了，但是可以节约很多司法资源。”

夏科长表示，下一步将在成都市法院系统

内部发布《最牛“调解哥”》专题片的收看网

址等信息，建议并提醒各位同事去收看。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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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将于9月24～26日在成都召

开，公民可报名旁听。

本次会议将审议《四川省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草案）》《四

川省酒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等议

案，审查批准《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

例》的议案，并审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省财政教育资金投入及绩效情况

的报告、关于全省城市民族工作情况的

报告、关于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的

报告、关于全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情况的报告等。

即日起，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将身份证及单位 （社区） 证明

（需加盖单位或社区印章）扫描，通过

电子邮箱报名；或将身份证及单位（社

区）证明复印后传真报名。报名截止日

期 9 月 16 日 下 午 5:30。 联 系 电 话

028-86281016 （电话及传真）， 邮箱：

shiqing_2152@163.com。

公民可报名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