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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知情
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 是司法
公开的目的之一。 作为全国“司法公开
示范法院” 的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
法院， 近年来把切实保障当事人和人民
群众的各项权利作为司法公开的方向，

开发了电子卷宗即时查询系统， 当事人
凭借一个密码即可查询自己正在审理、

执行中的案件信息， 跟踪案件的审理活
动， 由此， 将司法公开提升到了一个新
水平。

老范的幸福： “我的诉讼我知情”

“喂， 姜法官吗？ 我的案子已经立
案

4

天了， 怎么还没有给对方当事人送
达？ 请及时送达。”

9

月
27

日一上班，

市中区法院的姜光军法官就接到了辽宁
丹东当事人范卫军的催促电话。

范卫军远在辽宁就能对自己案件进
展了如指掌， 缘于他通过登录该院的
“网上法院” 卷宗查询系统， 在线查询
了自己案件的电子卷宗。 等他第二天上
线再查， 卷宗里已经有了给对方当事人
送达的回证， 并且确定了案件的开庭日
期。 范卫军幸福地笑了。

像范卫军一样的幸福，

7

年前在济
南市市中区法院就绽放了。

2004

年，

该院实行裁判文书上网评查制度， 将每
月审结案件的判决书全部发布在内部网
上供文书监督小组评查和全院同志审阅
的基础上， 基于“外部当事人的监督才
是最有力的监督” 理念， 又酝酿着更深
层次的面向当事人的司法公开改革。 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电子卷宗即时查询
系统应运而生了。

与单纯归档性质的电子卷宗软件不
同， 该院

2004

年开发运行的电子卷宗
即时查询系统， 具有完整的扫描、 拍
照、 数字传输、 自动排序、 存储等功
能， 可以将诉讼、 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各
类证据、 庭审记录、 合议庭评议笔录、

裁判文书等所有材料， 即时录入、 同步
转化为与纸质卷宗完全一致的电子卷
宗。 当事人来院诉讼时， 立案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上会被随机授予一个密码，

凭借这个密码， 当事人或代理人来院操
作设置在立案大厅和审判法庭的数字查
询一体机， 根本不用找法官， 就可以随
时查阅正在审理执行中的自己案件的电
子卷宗， 全面掌握案件审理、 执行中的
有关信息， 动态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

实时监督法官的裁判活动。 一时间， 当
事人围聚在立案大厅争相调阅自己案件
的电子卷宗， 成为市中区法院最为靓丽
的一道风景。 山东众成仁和律师集团的
李恒律师高兴地说： 这个系统让我们凭
借一个密码， 就可以掌握与法官同等的
诉讼信息， 这在一次开庭往往就能出判
决的过去， 是不可能的。

如今， 历经
7

年的推进， 电子卷宗
即时查询系统已经存储了

7

万多件案件
的卷宗， 这些卷宗， 任由当事人查阅，

法官已经做到了对电子卷宗查询系统的
完全适应。 市中区法院没有止步， 而是
将当事人和代理人来院才享有的查卷的
幸福， 拓展到了互联网上。

2010

年
5

月， 他们开发了山东省法院系统首个功

能性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网上法
院”， 将电子卷宗即时查询系统平移到
“网上法院” 中， 当事人足不出户， 在
家中就可以查询自己正在审理执行中案
件的电子卷宗， 远程跟踪法官的审判活
动， 这在全国法院系统也具有创新意
义。 目前， 当事人或代理人已经查询了
7000

多份电子卷宗。 在最高人民法院
“公开审判制度研讨会” 上， 专家和学
者们一致认为电子卷宗即时查询这一技
术层面的创新， 可能会引起司法理念和
审判制度层面的变革。

“我的诉讼我知情”。 在网络查询
中， 输入一个密码， 就能让当事人的幸
福和满足溢满心头。 “觉得自己的权利
受到了尊重， 被提升了， 很好。” 范卫
军开庭后作出如是评价。

被限缩的权力： 如影相随的监督
“对审判权的运用， 真的感到战战

兢兢， 如履薄冰。” 这是该院民二庭法
官胡炜炜在“发扬传统、 坚定信念、 执
法为民” 主题实践教育活动中的感言，

也可以代表该院所有法官的真实心理写
照和实际行动体现。

然而， 几年前， 还不是这样一番景
象。 该院院长解雅洁直到现在还清楚地
记着一个日子：

2003

年
7

月
25

日。 那
天，是例行的院长接访日。解雅洁刚一落
座， 当事人张某就抖搂出一纸判决委屈
地说：“院长，我就来开过一次庭，中间啥
也不知道，法官咋就判我败诉了呢，这个
结果，我不服。 你如果认为没问题，那你
就给我讲讲判决形成的过程。 ”

尽管当事人反映的判决实体没有问
题， 但这件事还是对解雅洁震动不小。

解雅洁反思后认为： 在有一个法官就有

一份审判权、 审判权高度分散， 同时往
往又“一次开庭即出判决” 的通常模式
下， 裁判权运行缺乏监督， 只在最后体
现在一纸判决书上， 权力运行进程不透
明， 别说当事人不满意， 就连领导也掌
握不了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因此， 必须
想方设法将监督渗透到裁判权运行的过
程中。 在不可能天天将办案法官的案卷
拿到身边的情况下， 如何才能将监督渗
透到过程中， 这一度成为解雅洁的苦苦
思索的事情。

终于， 这个思索在电子卷宗即时查
询系统里开花结果。

首先， 他们在电子卷宗即时查询系
统中对诉讼卷宗信息页设置了版本控制
模块， 这个模块能够将输入的诉讼卷宗
信息全部保留， 即使被法官或他人替换
甚至删除， 仍然可以在审判监督的过程
中显示出来。 这样就能够详细体现纸质
卷宗所无法反映的证据被取舍的过程，

规范了法官采信证据这一关键过程。

其次， 不仅当事人可以通过密码即
时查询、监督审执案件的全过程，而且，

院领导及各级监督部门、 一般的法官和
工作人员都可以根据授权， 通过密码直
接在网上调阅有关诉讼卷宗信息， 随时
了解一个案件在立案、审理、结案、评查
到归档的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全部信息，

进行适时的监督监控。依托这个平台，他
们还建立了审委会委员、 专职委员通过
抽查电子卷宗监督审判活动的长效机
制。 规定每个委员或专职委员每月按案
件序号抽查

5

至
10

个电子卷宗并负责
跟踪至结案，这种监督是背对背、在法官
不知情的状态下实施的， 每个法官都知
道自己所承办的案件要被监督， 但又不
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案件被监督， 所以对
每个案件都得小心翼翼， 以防止出现任

何问题。 目前，该院每年大约有
3000

件
左右的案件，要接受这种形式的监督。这
种由事后前移到事中的可以掌控至个案
的管理监督， 其力度和效果都是前所未
有的。 如，在抽查电子卷宗的初期发现，

送达回证签收不规范的情况带有一定的
普遍性，这样做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在最
后的纸质卷宗交付评查前多数进行了补
正，通常问题不易被发现。电子诉讼卷宗
的开放性将这一问题暴露出来， 使其无
处遁形。 为此，该院出台了《关于加强送
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相应的问题进行
了严格规范。再如，在电子诉讼卷宗抽查
中发现， 对于适用当事人庭外和解程序
的案件，由于没有时限限制，审判人员往
往以庭外和解为由， 将案件进入中止程
序后即被动等待， 致使案件在合法理由
下久拖不决。 为此，该院出台了《关于规
范适用当事人庭外和解程序的规定》，严
格了适用当事人庭外和解程序的时限要
求， 明确了案件及时恢复审理的条件并
交由流程管理部门进行控制， 从而杜绝
了案件“合法”拖延的现象。

现在， 电子卷宗即时查询系统搬到
了互联网上， 法院领导、 管理者和审委
会委员更是打破了时空限制， 在任何时
间、 任何地点都可以在线跟踪案件的审
理活动。 监督如影相随， 使得法官规
范、 严格地运用审判权、 执行权， 有了
更大的可能。

（作者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人民法院）

实践篇：司法改革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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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

图为案件当事人济南吉华商贸公司法律顾问陈志军正在互联网上查询自己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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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
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别的东西比
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
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

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 我们想在文字
范围表述它的意义， 这正像要把空气
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

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 它无所不
在。 ”台湾学者许育典在《文化宪法与
文化国》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
说：“简单的‘文化’二字，却几乎涵盖
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故‘文化’概
念难以经由文字意义加以创设或解释
出来， 它毋宁是一个含有许多异质性
概念的字句。 ”

然而，即使面对那么无所不在、始
终难以描摹的文化， 古往今来仍然有
很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给文化
下了定义。

中国最早关于文化的解释出现在
《周易》里，鉴定何谓文化，书中说：“刚
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
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意思是说文明的得失分寸就是
文化，而文化需要广而化之天下。

至于西方，最早对文化定义的，是

英国学者、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爱
德华·泰勒，

1871

年他在《原始文化》

中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
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
德、 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
的人获得的能力和习惯。 ” 这个定义
中，“复杂的整体” 是对文化最关键的
定位。后来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

都没有超出泰勒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复
杂的整体的基本观念。

五·四时期，梁漱溟在《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中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人
类生活的样法”；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
近代文化的态度》中则指出：“文化是文
明社会形成的生活方式。 ”这两位学者
的解释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基本都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白话表述。

也有的学者对文化的解释看上去不
是那么让人沉闷， 英国著名雕塑家埃里
克·吉尔说：“如果文化只是钢铁建筑表
层外加了一种哥特式装饰———比如伦敦
塔桥———或者钢架结构上安装了一层古
典样式———比如舰队街上的《每日邮报》

大楼———那它就是虚幻的了。文化，如果
它要成为一种货真价实的东西而且是一
件神圣的东西， 那么它必须是为了生计
而制造的一种产品———而不是什么加在
表皮上的东西， 比如丸药外面裹的糖
衣。”这样跳跃性的思维真是艺术家所特
有的，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奇思妙想，但
同时也是极富哲理的。

今天，《辞海》中给予文化的概念是这
样的：“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
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 ”应当是一个统而概之的定义。

上述各种关于文化的解释，或精辟，

或独到，或深奥，或有趣，为我们多层面、

多角度地理解文化概念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和便利。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文化大体都
会有两类内容，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化
载体形式，一是各种文化载体形式的凝练
与升华的思想理论内容。 而这两方面的内
容并不是割裂开来的， 而是应当互通有
无、互相影响的，甚至应当是合二为一的。

今天的中国， 教育的普及和提升使
我们很多人有机会变成“文化”人，但为
什么在中国，家庭、生活、社会各个层面
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扭
曲、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现象，部分人
极端个人主义、自私冷漠的现实？我们的

“文化”哪里去了？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有
效地及早地调整自己， 就会因为适应不
了环境的变化而衰败。

一个人，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知
识，有专业技能，有生活技巧，但却没有
激情和梦想， 没有精神力量和行动，有
“文”却不能“化成天下”，是不能称之为
有文化的。一个社会，信息化、科技化、城
市化，但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
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 没有全民族
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这个国家、这个民
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深圳公务员，这
样的人应当可以算是我们现今社会的有
“文”之人，然而他殴打虐待父母的行为，

不但谈不上“化成天下”，甚至谈不上“化
成家里”， 以他对待父母亲人的态度方

式，实在不能称之为有文化的人。有文化
并且能文化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家人，是
文化的最基本、较为狭隘的作用；有文化
并且能文化地对待他人和整个社会，才
是文化最为根本、 最有价值的作用，即
“以文化人，文化天下”。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到“以文化人，文化天下”，再造文
化共识，那么，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导致
的“我们还能吃什么”的质疑，因为彭宇
案引发的“老人跌倒扶不扶”令人寒心的
社会大讨论， 因为路过的十余人无人救
助而致使两岁幼女小悦悦最终惨死的悲
剧，等等类似考验或质疑我们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事件， 都将不会再
发生。那时，你，我，我们大家都会成为一
个真正的文化人， 我们的社会将会成为
一个有力量、有魅力的文明社会、文化社
会。

很显然，“文化命题”，是现今我们每
个人、全社会都应当长期思考的命题。我
想，关于“文化是什么”，我们不应只在心
中思考，寻求一个解释和概念，更重要的
是，我们应当在行动中思考，用行动的力
量去描摹和诠释文化———“国民之魂，文
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
子市人民法院）

文化的本义是什么

司法公开是国际社会确认的一项重
要的国际司法准则。 一些国家在宪法中
规定了司法公开原则。 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

6

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 被告
人得享受下列权利： 由发生罪案之州或
地方公正陪审团迅速予以公开审判
……”法国

1791

年宪法第五章第
9

条规
定：“预审应公开”；

1793

年宪法第
94

条
规定在民事审判中，“他们进行判决的评
议是公开的”，第

96

条规定，在刑事审判
中，“预审是公开的”。我国宪法和人民法
院组织法也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

因受特定历史原因的影响，“审判公开原
则宪法化”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
法中曾出现过暂时的波折， 但尤其引人
注目的是，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明确地确
立了审判公开原则。 后来， 这一原则在
1975

年宪法中曾被取消。尽管出现了这
样一个暂时的波折，但值得肯定的是，该
原则于

1978

年重返新中国史上的第三
部宪法。 经历了可谓“否定之否定”的转
变，我国现行宪法即

1982

年宪法第一百
二十五条进一步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
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
公开进行。 ”由此可见，现代法治国家对
于司法公开予以高度重视， 并将其作为
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

从现代宪政理念的角度来看， 确立
司法公开原则， 通过消除司法信息不对
称， 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规制司法
权的正当行使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
实践意义。众所周知，知情权是一个国家
的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这不
仅体现在与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部门法中，而且是公民充分地行使宪法
所规定的政治权利的必要前提。按照近
代以来形成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国宪
法的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一切
国家权力的来源，因此，人民对于国家
权力的运行情况———无论是好的一面还
是不好的一面———均享有知情权。 所谓
“知情权”，通俗地讲，就是公民有权利
获悉自己应当知悉的信息的权利；那
么，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信息的占有主
体则有义务通过一定的途径、程序和方
式， 向全体或特定的公民披露相关信
息， 并为他们提供获取信息的必要便
利。对于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而
言，公开信息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是显而
易见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公民如果
不掌握一定的或者足够的信息， 就无
法了解国家政治机制的运行状况，无
法确定公民的政治意愿是否实现，更无
法知悉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如
果不具备这些基本的前提条件， 所谓
“为权利而斗争”也将是无稽之谈。

从法的价值的角度来看， 正如美国
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所言，“没有
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因此，确立和实行
司法公开制度， 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随着人们法
制观念、权利意识的空前增强，群众在与
人民法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拒绝“暗箱操
作”，他们急切要求知悉人民法院的运作
机制以及自己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当
人们通过司法机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时，无论将会涉及到何种追责方式，包括
民事的、行政的甚至刑事责任，在当事人
的权利与法院司法权力相互交织的格局
中，传统的法院“单方性”任意决断的空
间，因“当事人主体性”的确立而受到了

极大限制。 纠纷的解决、 社会秩序的修
复，均需要“权力”与“权利”展开适时的、

正当的、充分的对话，这是程序正义之使
然，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大举措。基
于此，建立司法公开制度，是顺应时代潮
流的。 法院主动公开立案、分案、证据交
换、质证、鉴定、审理、判决到执行的真实
情况，这样，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司法信
息， 掌握与人民法院有关的法律法规及
程序性规定，明白人民法院的工作职能，

知晓与各个人民法院打交道的方法和途
径， 一旦遇到相关法律问题就能主动、及
时地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司法公开使公众获得了法院的
大量信息，“告状有门”、“维权有法” 了，真
正实现“为民司法”。 另外，在当前的司法
“生态环境”中，司法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仍
然很突出。 法官掌控审判的全进程，当事
人所接触的信息，往往就是参与一两次开
庭，在结案后查询一下卷宗，没有机会对司
法进程的其他更深层次进行接触。 司法信
息的不对称，不仅会影响到公众获得公共
信息、参与管理的行为，而且也加大了司法
管理成本，降低司法管理效率，严重影响了
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实现。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让人振奋的是，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早已进行了务实
的探索并形成了成熟而规范的制度。 该
院自

2004

年以来所实行的电子卷宗即
时查询制度， 将诉讼进程中的所有信息
录入电子卷宗， 让当事人随时查询自己
正在审理执行中案件的电子卷宗， 这对
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消除当事人和
法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进而全面落实
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具有创新意义。

同时， 该院对电子卷宗即时查询制度拓
展应用于内部的监督管理， 实行长效化
的抽查电子卷宗以监督司法进程的制
度，揭开了审判权“秘而不宣”运行的面
纱， 可以使审判权最大程度上在合法规
范、适度限缩的范围内行使，同时解决了
审判权管理的滞后问题， 实现了监督关
口的前移。 电子卷宗这一技术层面的创
新，确实有可能引起制度层面上的变革，

这将预示着司法改革将迎来一个更加开
放透明的“春天”。

一个密码催变权力的降与权利的升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文化启思录 □

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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