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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桐城：
“六尺巷+”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构建独特法院文化

“六尺巷”所传递的谦和礼
让的精神是最为世人知晓的基
本含义。 张英宰相“长城万里今
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规劝
“入情入理”，事例感染性强，家
喻户晓。 这个巷子的故事在新
中国成立后又一再被赋予新
的内涵：1958 年，毛泽东会见苏
联大使尤金， 谈论两国之间的
关系时， 就引用了六尺巷的故
事；2014 年，中纪委监察部官网
廉政文苑栏目发表《让人三尺
又何妨—————安徽桐城“六尺
巷”的启示》一文，寓意不言而
喻……

近年来，桐城市人民法院受
理的案件数大幅增长，大量的民
商事纠纷案件因双方当事人存
在矛盾而引发，很多案件当事人
之间的矛盾在起诉时可谓不可
调和，桐城法院广大干警通过总
结经验， 将实践中运用最广泛、
最有效、最独特的调解方法进行
提炼，形成了可复制的“六尺巷
调解工作法”。 亦即：以借古喻今
为切入点， 用六尺巷典故启发
人；以释法明理为着力点，用情
理法交融引导人；以化解矛盾为
关键点， 用和为贵理念感化人；
以公平正义为根本点，用知进退
境界昭示人。

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一工作
创新，一是把“六尺巷”文化进一
步发扬光大；二是以“六尺巷”智
慧为基础，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是运用

“六尺巷” 智慧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四是运用“六尺巷”智
慧弘扬法治精神；五是进一步挖
掘和宣传好运用“六尺巷”智慧
创新法院工作的经验和方法。 这
一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
推广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
独具一格的功效。

“我院提出‘六尺巷调解工
作法’,就是倡导我们运用谦和礼

让的六尺巷智慧精髓指导司法
调解工作。 诉讼中‘以法育人、以
理服人、以情动人’是我们在调
解矛盾纠纷时的重要‘法宝’。 将
释法、明理、讲情的主线贯穿于
我们调解工作的始终，充分运用
工作法中提到的创新方法来化
解矛盾，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地
方人民群众。 ”长期在基层法庭
工作的庭长吴涛告诉记者。

“六尺巷调解工作法的施
行，首先在教育广大干警工作时
以德先行，理解群众的纠纷和困
难， 有助于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得到快
乐和满足，树立党员干部在群众
当中的良好形象。 因此形成了独
特的桐城法院文化。 ”桐城市人
民法院院长夏风对此感慨颇深。

调解，既要智慧也要担当

桐城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张
卫东， 是个土生土长的桐城人，
也是一个桐城文化迷。 他说，有
外地朋友来桐城游玩，他必带其
去看的景点就是文庙和六尺巷，

“有时为了案件的调解， 我也会
带着当事人去六尺巷走走，体会
谦逊宽容、 与人和谐的传统美
德。 ”张卫东前不久就办结这样
一个案例：

在审理安徽扬帆机械公司
诉宁夏中强威普公司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中， 双方董事长因赌
气，致矛盾尖锐对立，一时间几
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双方在
庭审中各不让步，承办法官张卫
东深感案件按证据判决很简单，
但判了以后执行肯定非常困难，
还是通过调解结案为宜。 经交谈
得知，被告代理人田律师是宁夏
人，尽管是第一次来桐城，却对
“六尺巷”的故事也有所耳闻。 张
卫东遂建议其到桐城文化古迹
去参观， 特别是去看看六尺巷。
田律师看了六尺巷古迹，聆听法
官详述“六尺巷”的故事，对张英
谦和礼让的胸怀十分敬仰，此次

参观让当事人感受颇深。 被告代
理律师同意法官的说法，答应回
去努力做被告的劝解工作。 最
终，被告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并
爽快履行。

桐城法院范岗法庭庭长刘
峰有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历，他
感到农村邻里之间的矛盾虽然
小却常常不易化解，一旦处理不
好， 邻墙隔壁势必如同水火，会
再次发生矛盾。“面对百姓时，我
们若仅仅以法律为标准，难免会
显得刻板，会让人民群众产生陌
生感。 面对百姓的诉求，有规定
不能说或者诉讼中不能解决的
事情，我们若断然拒绝，这虽符
合规定， 但会显得不近人性，容
易在群众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六尺巷智慧博大精深，为法院创
新工作方法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应当运用多
种方法，讲法、讲理、讲情，解决
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刘峰如是
告诉笔者。

把司法为民装在心中

桐城法院在位于桐城市东
部新城孔城人民法庭，设立诉讼
服务站，把诉讼服务中心建在了
基层法庭。 站内便民措施一应俱

全，包括导诉服务区、便民服务
区、 当事人自助服务区三大区
域。 站内可通过摄像头与上级法
院进行视频连接和远程接访 。
法庭二楼专门设置“六尺巷”调
解工作室， 室内布置具有浓厚
的文化气息。 将“六尺巷调解工
作法”制作成展示墙，潜移默化
地引导当事人，助力调解工作。
服务站投入使用数天来， 已接
待当事人二十余名， 完成咨询
和查询业务 10 次，便利了群众
诉讼，受到众多好评。 该庭还利
用服务站和调解工作室成功化
解了多起矛盾纠纷，发挥出了应
有的作用。

余月红法官是从书记员升
任助理审判员的。 作为双港法庭
唯一的女性，她对调解离婚案有
更独到的方法， 善于抓住那些
“温暖的时刻”，挖掘出人性中的
美好。 在一件久拖未决的离婚案
中， 余法官在被告流泪的刹那，
动员他当场向妻子写保证书，以
求得妻子的谅解。 被告当即写出
了诸如“夫妻和睦、孝敬父母、不
赌博”等内容的保证书。 原被告
双方握手言和，此案以调解和好
结案，达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理
想结果。

调解一个案件，不是三言两

语就能行的， 需要法官的真心、
耐心和信心，余法官说：“不行就
再捶一把，十有八九能成。 ”她善
于察言观色， 抓住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眼神，为对立状态下的当
事人寻找和好的可能。 庭长吴跃
辉“中午不休息，就想一鼓作气
调解到案结事了人和"的体会，与
余月红”不行就多捶一把"的经验
如出一辙。 经吴跃辉调解的案件
不在少数。 他说帮助当事人双方
分清是非，点拨责任，是调解成
功的基本前提。

余月红感慨地说：“办案要
把司法为民始终装在心中，才能
有效维护社会和谐。 ”

六尺巷调解法奏和谐

依托“五调”联动机制，桐城
市 233 个镇（街）、村（社区）人民
调解委员会， 道路交通事故纠
纷、医疗纠纷、婚恋纠纷、商会等
11 个专业领域的调解组织等多
组织并行。 警调、诉调、检调、访
调、专调“五调”联动，常态运行，
健全“大调解”体系。 实行“一窗
受理、多元联调、跟踪评估”的闭
环运作机制，建立“街道吹哨、部
门报到”联调联治机制、律师 1+3
独立调解机制、“两代表一委员”
参与调解机制。

依托 庞 大 的 调 解 队 伍 ，
854567 市镇（街）、村（社区）人民
调解委员会配备专职调解员 500
余名，兼职 1300 余名，7258 名单
元长、 联防长协助调解；11 个专
业性行业性组织专职调解员 27
名、兼职 32 名，组建 82 名高级医
师专家库、100 余人信访听证评
议专家库、100 余人心理协会。广
泛发挥社会力量，吸收“五老人
员”参与社会矛盾调解。

依托智慧化平台，设立桐城
市矛调中心， 整合综治中心、诉
讼服务中心 12368、 检察服务中
心 12309、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2348、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
台 12345、人民来访接待中心、镇
村综治中心等多平台功能，并入
一“中心”，集中办公、一体化服
务，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
解决。 依托综治视联网平台、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进行可视化调
解， 在线司法确认。 通过手机
APP“文都 e 家”、综治信息化平
台，实现纠纷一键上传，全流程
掌上跟踪。

依托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积极营造礼让文化氛围。 在龙眠
河公园建成“六尺巷”浮雕，修复

“六尺巷”核心景区，建设“六尺
巷文化长廊”，设立“六尺巷调解
工作室”，评选道德模范、桐城好
人。“六尺巷” 故事被讲述 3000
余次， 引导参观文化墙和原址
1000 余次。 设立“六尺巷调解工
作室”261 个，全市镇（街）村（居）
三级全覆盖。

（据《安庆日报》等）

� � ‘本来想着打官司会很麻烦 ，没想到法官
一上 午 就 帮我 们 把 案子 调 解 了 。 太 感 谢 你们
了 ！ ’日前 ，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人民法庭成功
调解八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获得当事人
的称赞 。

‘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 ’在
外地人 眼 里 ， 六尺 巷 俨 然已 成 为 桐城 的 代 名
词 ，那一条全长 180 米 、宽 2 米的巷道 ，因为清
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 、礼部尚书 张 英 的 ‘让
人三尺 ’之举而享誉中华 。 近年来 ，桐城市充分
挖掘 “六尺巷 ”文化精髓 ，在 ‘听 、辩 、劝 、借 、让 、
和 ’基础上 ，推出 ‘六尺巷调解法 ’多元解纷体
系升级版 ，旨在打造具有桐城特色 、地域特点 、
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 实现矛盾纠纷就
地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