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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廖颖 黄诗
杨）5 月 26 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水口法庭及妇委会携手
县妇联、湘江乡政府，深入湘江乡
庙子源村香草源瑶寨， 采用 “法
院+妇联” 联动调解机制成功化
解一起扶养费纠纷， 获得双方当
事人的好评和点赞。

原告冯某身患糖尿病、 高血
压 3 级（极高危 ）、脑梗等多种疾
病， 病情十分严重， 丧失劳动能
力， 看病所需的费用让其不堪重
负， 冯某要求其丈夫赵某支付扶
养费用，但赵某拒绝支付。该纠纷
历经当地村委会、 乡政府多次调
解未果后， 冯某无奈之下诉至法
院。

水口法庭庭长罗智收到诉讼
材料后， 第一时间向冯某所在的
村委会及乡政府核实情况， 并通
过电话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
通，了解双方诉求。电话中 ，双方
当事人情绪都比较激动 ， 互不
相让 ， 该案一时 间 陷 入僵 局 。
经过多方了解情况后 ， 罗智发
现冯某不久前曾到县妇联反映
情况 ， 于是立即与法院妇委会
联系 ，共同商量解纷思路 ，力求
在 保 全 妇 女 合 法 权 益 的 情 况
下 ， 通过调解的方式化解当事
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 达到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

考虑到此案涉及妇女权益保
护，且冯某情况特殊，两位当事人
均住在山路崎岖、 出行极其不便
的大瑶山中，出庭应诉不便。为更
好地化解矛盾纠纷， 罗智与该院
妇委会主任积极邀请县妇联副主
席左艳红和湘江乡人大副主席钟
文娟， 共同到当事人家中进行联
合调解， 这也是江华法院首次与
县妇联、 妇委会联动开展调解工
作。

5 月 26 日一早，江华法院干
警汇同县妇联、 乡政府工作人员
冒雨前往香草源瑶寨冯某家中 ，
分别与冯某、 赵某单独谈心做工
作，稳定当事人的情绪，拉近彼此
之间的距离，耐心调解矛盾。面对
县妇联、法院、乡政府工作人员的
耐心释法， 赵某终于意识到自己
负有扶养妻子的义务，自愿每月
定期给付冯某一定 的 扶养 费 ，
并现场向冯某转账支付本月扶
养费 。 至此 ，双方达成一致 ，该
纠纷得到妥善解 决 。 临别 前 ，
冯 某 连 连 道 谢 ： “天 气 这 么 恶
劣 ，你们还专程进山来找我 ，帮
我想办法解决困难 ， 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 ！ ”

启程时， 大雨滂沱也没能阻
挡全体工作人员为民解忧的决
心；返程时，艳阳高照好似群众化
解纠纷后的笑脸。 这就是法院人
的真实写照，只为坚守为民初心，
传递司法温度， 努力提升人民群
众对司法的获得感、满意度。

微笑服务传递司法温度
2022 年 5 月，到蓝山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办理民事诉讼事务的唐某，在得到
一系列微笑服务 、一站式服务后 ，因纠
纷产生的心情阴霾顿时烟消云散。 他感
慨道 ：“想不到在法院还能享受到这么
温暖、贴心地服务”。 这也为后来的诉讼
调解打下了基础。

其实，像这样的微笑服务每天都在
蓝山县人民法院开展，已成为微笑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微笑文化物质载体
建设上，该院将“你微笑了吗？ ”“让微笑
成为一种习惯”“微笑服务、 温暖你我”
等工作要求用显示屏 、牌匾 、桌卡的形
式展示在诉讼服务中心等对外平台上，
让工作人员耳濡目染，融注灵魂。 在文
化内涵和行为实践上，该院深入讲解微
笑文化精神内涵，对窗口人员进行礼仪
知识培训，研究制定《践行 “微笑服务 ”
十项要求 》，具体到起身 、说话 、姿态仪
表等进行明确规范，让来法院办事的群
众切身感受到受尊重 、得温暖 、有尊严
的贴心服务，让最美法院干警形象印刻
在群众心里 。 该院还坚持群众评议活
动，让来院办事群众对工作人员服务态
度进行评价 ，实现以评促行 、以评促养
的目的 。 在每年 5 月 8 日的世界微笑
日 ，开展微笑主题宣讲活动 ，进一步增
强微笑服务意识，强化行为自觉。 将微
笑服务融入为民办实事、 文明创建、走
访慰问 、司法救助等全过程 ，不断树好
法院形象，传递司法温情。 让法院干警
忠诚 、干净 、担当的形象深深扎根在蓝
山群众心里 ，让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
举措更加有力有效推进。

微笑沟通凝聚团队合力
2022 年 3 月，干警雷某因工作原因

情绪波动很大，该院院长陈祁陵了解情
况后 ，主动来到雷某办公室 ，与其推心
置腹微笑沟通 ， 经过心与心的交流对
话，终于解开了雷某心中疙瘩。

类似这样的微笑沟通已成为蓝山
法院干警内部团结聚力的粘合剂。 该院

为阅览室购置 《沟通艺术》《学会说话》
等书籍 ，要求干警尤其是院领导 、中层
负责人多学多用。 邀请演说专家讲述、
传授《微笑沟通艺术》，增强干警队伍对
微笑内涵的理解把握。 注重评议评价，
把干警 、党员的说话态度 、微笑表达作
为民主评议的一项内容。 注重在实践中
培养微笑沟通习惯，要求干警在支部大
会 、院务会、谈心交心等场景用好微笑
语言，让微笑增进交流、加深情感，让微
笑为不同意见润滑， 营造和谐的空间，
传递积极态度。 为电脑屏保、手机铃声
设定为 “用微笑沟通世界 ，温暖与你我
同在”等主题词。 在法院网络平台上，开
设“微笑蓝法 ，同心同行 ”栏目 ，讲好法
院团结友爱 、携手奋进的好故事 ，传递
好声音，凝聚正能量。 通过微笑沟通，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明显增强，拴心留人
环境逐步形成， 全院干警团结奋进，形
成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 2019 年至
2021 年，该院连续 3 年在全省法院考核
中获评优秀等次。

微笑心态激发前行力量
2021 年 10 月， 蓝山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片
区系列案件，4 名执行干警跨越 5 个省
（自治区），奔波近 5000 公里。 其间，大
家除了苦累， 更要面对疫情的困扰，在
半个多月时间里 ， 核酸检测就做了 10

多次。 然而，执行人员每天都会收到该
院发来的微笑祝福———微笑面对大漠，
问候与您同行，让干警始终保持微笑心
态，积极面对困难。 本次出征先后执行
案件 11 件 ， 以拒执罪移送案件 1 件 1
人，查控财产价值 5000 万元。

注重把微笑的艺术和价值，融入到
法院各项工作当中，让微笑心态成为激
发前行的重要力量，这是该院微笑文化
的重要内容。 信息宣传部门根据不同时
段、不同工作有针对性地开辟微笑驿站
栏目，设置微笑寄语、微笑心灵等内容。
在执行局远赴大西北执行时，面对艰苦
的工作环境，一句微笑问候让执行干警
备感温暖，微笑面对。 针对繁重的审判
执行任务 ，队伍压力持续增大 ，常态化
开展“工作中比业绩，生活中比微笑”活
动 ，让大家在苦累中不忘笑一笑 ，繁忙
中不忘歇一歇。 针对个人工作生活遇到
困难 、思想出现波动的人员 ，倡导用微
笑作为心灵鸡汤，让微笑成为治愈情绪
的良药，激发奋进前行的力量。 该院干
警笑对苦累 、积极向上 ，体现出特别能
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品质。3 年来，蓝山县人民法院先后获得
湖南省文明单位、湖南省依法治理创建
活动先进单位 、 全省法院考核优秀单
位、全市优秀基层人民法院等省市级荣
誉 39 项，综合办公室荣膺“全国巾帼文
明岗”称号。

微笑文化润人心
———蓝山县人民法院“微笑文化”建设纪实 联合调解进瑶山

耐心解纷促和谐

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的当事人。

法官在一起纠纷案件中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通讯员 梁颖 晏斐斤

“你微笑了吗？ ”这一场大讨论
始于 2019 年 6 月的蓝山县人民法
院。 引起讨论的起因是一名来法院
办事的群众与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发生了小争执。事情虽小，却引起
了院党组的高度重视。 蓝山法院党
组一致认为， 优化服务态度和方式
是践行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由此，
微笑文化孕育而生， 从为民亲民的
微笑服务，到融洽关系的微笑沟通，
再到缓解压力的微笑心态， 不断发
展培育为蓝山法院的特色文化。

3 年来， 该院微笑文化建设内
容主要分为微笑服务、微笑沟通、微
笑心态 3 大板块， 注重从物质、精
神、 行为等方面进行文化培育和构
建，通过载体搭建、内涵塑造、机制
运行、行为实践等举措推进，已逐步
成为法院文化建设的特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