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治国、依法治市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人民陪审员曹荣书、冯晓春积极参与案件庭审，
坚持做到“公平、公正、监督、调解”；人民调解员陈德全善于调解群众医疗纠纷，把医患矛盾化解
在萌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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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监督、调解。”昨日，人
民陪审员曹荣书、冯晓春用八个字归纳
十多年的陪审生涯。69岁的曹荣书、53
岁的冯晓春是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的人民
陪审员，平均下来，每周几乎都要参加一
两次庭审。

在适用普通程序开庭的案件审理中，
她们与法官形成合议笔录。她们说，陪审
员不是“陪而不审”，在合议案情时，说到关
键问题，陪审员和法官“平起平坐”。

法庭内
既要专心“陪”更要用心“审”

“张某某、李某某商业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受理立案，并于今日开庭审理。原告、
被告，你们对参与审判人员（法官、书记员、
人民陪审员）身份有无异议，有无需要申请
回避的？”

“无异议，不需要。”
“无异议，不需要。”
开庭前，主审法官进行庭审前的问答，

这是法定程序。庭审时，两名人民陪审员
就分坐在审判长的两侧。

在庭审中，人民陪审员不仅要“陪”，而
且还要“审”，还要适时发言，参与庭审过
程。

一场普通程序的民事纠纷，大约需要
两三个小时，包括举证、质证、发表辩论意
见、最后陈述这些环节，环环相扣，一“环”
也不能少。如果遇到复杂的案件，厘清疑
点、听取各方意见，耗时会更长。

曹荣书、冯晓春共同参与过一起涉
及16名原告的经济纠纷。一群人合伙经
营一台挖掘机，涉及到合伙、借贷等复杂
情节，部分当事人沟通困难，庭审“从早开
到晚”仍然未完，前前后后审了三次，耗
日持久。

很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到法院，“闹到
法院”的事情又不是小事，有时候还掺杂着
误会和不解，这种情况下，紧张、着急在所
难免。要“解开”双方的心结，就变得不容
易。

曹荣书在司法局工作过十多年，是个
“老调解”。她初任人民陪审员，跟法官接
触时，心里还有点“打闪闪（有顾虑）”，“这
些娃儿（法官）都恁个年轻，扯皮的事，他们
得行不哟？”

“事实证明，法官们很优秀，跟双方当
事人讲法律依据，拿得稳！”虽然已经69岁
了，当过语文老师、司法调解员，人生经历
丰富，曹荣书却说自己是来跟法官学习的，

“尊重法官的意见，他们很专业。”

法庭外
在陪审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目前，适用于普通程序开庭的案件，都
需要人民陪审员出庭。案件开庭审理前，
法院会公布开庭时间、地点、原被告身份信
息，还要载明法官、书记员、人民陪审员的
身份信息等内容。

协调好时间后，大家都如约赶往法庭，
开展庭审。

曹荣书、冯晓春都住在杨家坪动物园
附近某小区，与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直线距
离有5公里左右。法院工作日开庭，恰好
与早高峰遭遇，九点半开庭，八点钟就要下
楼等共交车，“最怕因为挤公交迟到，对开
庭造成影响。”

担任人民陪审员，有小额的补贴。“儿
子并不太赞成我当陪审员，他让我各人去
耍，如果差钱，他来孝敬我。我不同意他的
观点，我当人民陪审员不是为了钱（补
贴）。”曹荣书是司法局的退休职工，有退休
金，她说自己坚持这份“兼职”，主要是从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发挥余热。

和所有老太太一样，曹荣书有空会出去
跳跳广场舞，到动物园散散步，和大家伙“集
体活动”一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咨询我
的挺多，多是法律问题。有时我没空，不能
去参加活动，还有人打电话上门咨询。”

这种“咨询”不限时间和场合。曹荣
书、冯晓春梳理了一下，问得最多的问题还
是与自身相关的，比如：“打了官司一张纸，
到底得不得到钱？”“婚前财产，离婚究竟怎
么算？”“公公婆婆偏心，把财产多分给了老
大，我们是否可以不赡养或少赡养他们？”

本报记者 张旭

合议案情时
我和法官“平起平坐”

人民陪审员

周末，渝北区法院附近的一条背
街小巷里，很多小店面都门锁紧闭，但
小巷尽头的一个小门市还开着，这里
是渝北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我要工作到70岁！”64岁的医调
委主任陈德全说，他要让更多的人了
解人民调解员，今后群众遇到难解的
纠纷矛盾第一想到的是找调解员。

先忙“群众事”再忙私事

昨天上午11点，陈德全一边整理
着资料，一边等着当事双方来签订“医
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
前不久，发生了一起美容医疗纠纷，平
时当事双方都没空，于是陈德全约他
们在周末来签订责任书。

“周末加班是常事，有时周六周日
两天都不能休息。群众的事情，得先
忙完，然后再忙自己的事儿。”陈德全
说，自从他担任渝北区医调委主任以
来，十个周末里有七八个周末都要加
班。工作日时，早上7点30分左右，他
就会到办公室，忙到傍晚 6 点才下
班。而周末，他也是上午8点到单位，
忙完手上的事才能回家过周末。

吃过午饭，陈德全打算“下班”了，
他要赶回北碚老家，雇工人修缮一下
老家的房子。“晚上又要赶回渝北，因
为周一的事情特别多。”

从校长到人民调解员

陈德全以前是北碚区一所中学的
校长。由于要照顾患病的老母亲，他
未到退休年龄就告别了教育工作。
2013 年，陈德全由渝北区司法局推
荐，被医调委聘任为调解员。2014年
初，陈德全担任医调委主任。

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调解经历，令
陈德全记忆犹新：2014年2月10日，
杨女士因为“腹痛伴呕吐”到渝北当地

一家中心卫生院外科就诊，医院在手
术过程中出现意外，杨女士因此成为
植物人。事发1个月后，情绪激动的
家属聚集了三四十人，将医院围得水
泄不通。陈德全接到司法局通知，当
晚10点就赶到了医院。刚到现场时，
家属以为他是帮医院说话，激动得把
他的包都抢过去扔了。

“等他们心情平复了，再心平气和
地讲道理，劝他们坐下来和医院协商
解决。”陈德全说，经过9天的调解，双
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医疗调解成功率99%

每天早上7点半，陈德全准时开始
一天的工作。如果没有接到案情，他通
常一整天都在办公室整理卷宗，写材
料。一旦出现纠纷，即便正在就餐，他
也会三口两口吃完，赶紧去工作。

这样的工作节奏，家里人很不解：
“都是过了 60 岁的人了，还这么工
作。如果工作轻松就算了，可这份工
作不但得罪人，有时还要被人骂，可能
还会挨拳头，值得吗？”

陈德全说，既然选择了人民调解
员这份工作，那就要做好。陈德全上
任以来，成功调解医疗纠纷近200件，
调解成功率达99%，医疗纠纷调解协
议履行率100%。陈德全被重庆市司
法局评为“重庆市人民调解能手”，还
被渝北区司法局授予“优秀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称号。

让更多人了解调解员

陈德全说，以前患者家属在遇到
医疗事故后，都会找医院方闹事，“大
事大闹，小事小闹”。而医院方则大多
采取“爱告就去法院告”的态度。这样
一来，医患矛盾就会急剧激化，甚至闹
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今，许多医院在与患者家属发
生矛盾后，都会第一时间找到医调委，
找他们来“主持公道”；另一方面，患者
家属也是这样。”陈德全回忆说，去年
年底，渝北区一家医院为一位患者进
行手术后，患者死亡。院方很快就给
陈德全打来电话，希望他从中调解此
事。“医院的电话刚挂断，患者家属也
打来电话，同样希望我们来解决。”

“医患双方都这么信任调解员，
这是我们工作的动力！”陈德全说，
下一步打算加大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的宣传，提升群众知晓度。“让更多
群众了解人民调解员，有矛盾就找调
解员！”这样不仅能更有效地化解矛
盾纠纷，也让群众的根本权益得到了
维护。 本报记者 谭遥

为群众调解矛盾
我要工作到70岁

人民调解员

周末，陈德全依然在加班。
本报记者 甘侠义 摄

曹荣书、冯晓春讨论案情。
本报记者 张旭 通讯员 鄢唯 摄

（上接01版）
吴刚委员表示，总书记重要讲话给大家上

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历史课、法治课、德治
课。我们将按照总书记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形成良
好发展环境。要在党派中传达好、学习好、领会
好、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维护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推动重庆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向好。

张玲委员表示，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心情
激动，深受鼓舞。总书记2016年视察重庆，对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定位要求，这次再勾画
重庆发展蓝图，对重庆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指
明了前进方向。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身作
则，既讲法治又讲德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切实为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把重庆建
设得更加美好贡献智慧和力量。

有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高质量
发展才有保障

“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关于政治生态的重
要讲话，不仅对重庆今后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
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法治政府的完善、经济社
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站得高，看
得远，体现了大国领袖的智慧和风范。”潘复生
代表说，有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有高质量
发展的保障，才有更好的创新环境。

谭平川代表表示，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肃清
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坚持依
法办事，依法治企。

蒲彬彬代表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重
庆三千多万人民的亲切鼓舞和巨大关怀，让人
感受到温暖、力量和美好的憧憬。要认真学习
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刘钟俊、释身振等代表表示，一定要在工作
中，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贯彻好、落实好。

丁时勇委员说，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需要精神、思想和行动统一，要与
总书记2016年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
位和“四个扎实”要求一起整体贯彻落实，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李生龙委员说，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
极参政议政，认真履职尽责。

卞修武委员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
们进一步理解了政治生态的破坏是对整个体系
的破坏，我们要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

大到生态环境小到水果挂果，总书
记都挂在心上

谭建兰代表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到政
治生态、自然生态，小到水果的挂果，总书记都
挂在心上，都了解得很清楚。她表示，回去后要
把这些都说给乡亲们听，鼓励大家专心发展。

郭永宏、华晓丽等代表说，现场聆听了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感受到总书记特别亲民。他与基
层代表谈荔枝、龙眼的种植，谈种植的时间，非
常亲切，就像拉家常。在华晓丽代表的笔记本
上，记满了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受。

“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特别是讲到
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讲到了法治和德
治。作为一名教师来说，首先就要以身作则，要
心底无私天地宽，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谢德
体代表说。

黄爱龙委员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
了对重庆的厚爱，也给重庆现在和今后的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讲
到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他觉得
重庆的高等教育要由外延式扩招向内涵式发
展转变。

涂建华、严琦等委员表示，要旗帜鲜明地讲
政治，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
军流毒。将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和优势，在深学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实实在在笃用，把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落实好。

重报集团特派记者戴娟、李幸、周松、吴娟、
佘振芳、徐焱、伊永军、谭柯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