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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护法威
——记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山东泰安岱岳区法院法警大队大队长赵玉鹏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李晓晨
汉。司法警察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准军事
化力量，离开了训练，法警职能作用的
发挥就失去了基础！”
打铁先要自身硬。赵玉鹏对队员要
求严格，
对自己更严格。训练场上，
俯卧
撑、打沙袋、拖轮胎负重等体能训练，赵
玉鹏一项不落；射击、擒敌拳、警棍盾牌
术以及押解、值庭、看管、安全检查等专
业技能，
他以身示范。
“要求队员做到的，
我自己要先做到！”遇到新的训练科目，
赵玉鹏都提前学习一遍，自己先掌握熟
练，再向全体队员讲解示范。凭借过硬
的专业技能，他入选首批全国法院司法
警察教练员骨干人才库。

个人简介：
赵玉鹏，
男，
1969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山东省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法
警大队大队长。1987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92 年部队
转业进入法院，
1996 年底进
入法警大队，
2013 年起担任
大队长至今。26 年来，
赵玉
鹏同志执行任务冲锋在前，
训练队伍率先垂范，
圆满完
成了各项安全保障任务。

全国法院“双先
双先”
”风采榜
他，26 年坚守一线，押解被告
人 2000 余 人 次 ， 警 卫 法 庭 2500 余
次，执行拘留 1000 余人次，协助执
行案件 1500 余件……他，就是山东
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法警大队大
队长赵玉鹏。
赵玉鹏今年 49 岁，自 1992 年退
伍进入法院，他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
工作状态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先
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荣获“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先进个
人”“全省法院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护卫法院
安全 21 年无事故，成为维护公平正
义的忠诚卫士。近日，被最高人民法
院授予“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称号。

敢打敢拼二十载，
他是铁军铸造者
“这是我们写的党的十九大报告
学习体会，这是我们的荣誉墙，这是
我们大队的全家福……”自 1996 年

临危受命大练兵，
他是金牌大队长
资料图片

图为赵玉鹏 （右三） 正在训练法警。
底建队以来，从刚组建时只有几名法
警的法警大队到现在拥有 4 名在编法
警、36 名聘用制法警，先后被最高
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先进集
体 ”， 被 山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授 予
“工作达标考核先进单位”
“人民满意
的十佳法警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二等功、三等功各 1 次的全国闻名的
铁军。赵玉鹏见证了法警大队一步步
成长的全过程，在他的带领下，岱岳
区法院法警大队成为全国法院警队的
一面旗帜，真正成为了一支关键时刻
“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铁军。
2017 年 5 月，在执行一起腾退房
屋案件时，被执行人煽动 50 多人聚集
现场，对执行人员威胁、谩骂，甚至投
掷石块。接到执行法官电话后，正在
组织训练的赵玉鹏当即带领 12 名队
员急赴执行现场。面对躺卧在地、哭
闹不止的被执行人及其亲属，在劝说
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赵玉鹏果断指令
队员采取强制措施，将被执行人带离

并进行训诫教育。最终，被执行人同意
劝退现场无关人员，
自行腾退房屋，
案件
顺利执结。2017 年以来，岱岳区法院法
警大队共参与执行 2500 余件次，出动警
力 3000 余人次，配合执结案件 1700 余
件，
收回执行案款 2 亿余元。

打铁还需自身硬，
他是训练终结者
严格训练，是赵玉鹏抓工作的一大
法宝。一年 365 天，除去节假日，每天
早 8 点半到 11 点，下午 1 点半到 4 点，
雷打不动坚持训练。
夏季集训期间，赵玉鹏特意准备了
一个脸盆。每天训练结束后，他都要将
衣服上的汗水拧到脸盆中，看看今天流
了多少汗，队员们也纷纷效仿。
个别新入职的法警队员不理解，有
必要天天这么练吗？法院其他部门有的
同事也提出疑问。面对质疑，赵玉鹏
说 ：“一 天 不 练，手 生 脚慢；两天不
练，功夫减半；三天不练，成了门外

织就密密网 化解千千难
⇨上接第一版
借助公安机关在人口信息查询上的
专业优势，北京法院让“找人难”不再
“难”。
北京高院执行三庭、
执行指挥中心办
公室负责人段鹏表示，
北京高院将与市公
安局会签文件，
进一步加强在联动查控被
执行人、
打击拒执犯罪等方面的合作。此
前，
大兴、
顺义、
海淀等基层法院已先期开
展合作试点，
大兴区人民法院在一个月时
间内对 8 名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
执行
到位金额达262万元。顺义区人民法院通
过公安临控系统在一个月内成功查找并
拘留长期下落不明的
“老赖”
13人次，
促成
24 起案件顺利执结，涉及金额 500 万余
元。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法院2017年通过
公安机关成功查找到被执行人下落450余
起，
有力推动了执行案件进展。

多方配合 解跨域难题
2017 年 6 月 6 日，一个求助电话打
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来电人是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来，威海中院在执行一起位于北京市
东城区的某酒店房产过程中，因该房产
占有人拒不配合，造成评估工作陷入困
境，故请求北京二中院予以协助和支援。
待执行房产地处东城区国子监，毗
邻政务区、使馆区；
涉案公司股东存在重
大利益纠纷，
矛盾突出；
涉案房屋由保安
看守，并有部分物业、施工人员，对抗性
较强；6 月又正值高考期间…北京二中
院执行法官经了解发现，他们碰上了难
啃的“硬骨头”
。
“没有困难人家威海中院还找我们干

什么？
”
北京二中院副院长董建中觉得，
这
正是一次执行联动的绝佳练兵机会。为
此，
他马上协调涉案房产所在地东城区人
民法院增派警力，协助进行清场稳控工
作，另一方面带领干警研究制定工作预
案，
确定清场原则，
坚持不鸣笛、
不扰民。
6 月 8 日上午，两院干警抵达现场后
迅速控制涉案房产中、
东、
西门，
全面封锁
现场。在法院的强大威慑力下，
百般阻挠
的保安半小时后陆续离开。北京二中院
应急处置执行团队则协助威海中院执行
法官继续劝导被执行人遵守生效裁判，
依
法维权，
并根据各方诉求，
积极协调，
提出
解决方案。下午17时，
被执行人表示尊重
法院的执行工作，
积极配合法院做好后续
评估，
清场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随着跨区域的执行活动日益增加，
北京法院与全国法院之间的执行联动日

十年磨一剑。长年累月的积淀，换
来的是沉甸甸的收获。在 2011 年全国
法院开展的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中，岱
岳区法院法警大队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基
层法院单位接受考核，14 项考核科目
取得 13 项满分！山东高院司法警察总
队总队长刘辉感慨万分：“岱岳区法院
法警大队的成绩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
是这么多年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浇灌
出来的。赵玉鹏是这支队伍的灵魂，当
之无愧的金牌队长！”
2016 年，在首届全国法院司法警
察技能大比武中，赵玉鹏担任了山东法
院比武代表队总教练。为了鼓舞士气，
他带领队员喊出“只要练不死，就往死
里练”这句近乎残酷的口号。一百多个
集训日夜，他做到了寸步不离训练基
地。最终，他训练的这支队伍取得团体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居安思危为国泰，殚精竭虑保民
安”，这就是岱岳区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大队长赵玉鹏，一个流血流汗不流泪的
铮铮铁汉，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司法警
察，一个守护泰山的忠诚卫士！

益紧密，相关机制也日趋完善。依托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管理系统，2017 年
北京法院全年转办、督办与外地法院的
委托事项 8336 件，其中对外委托 5554
件、受托 2782 件。跨区域执行协作机制
的完善，密切了异地法院之间的横向联
系，大大缓解了异地执行不便和跨区域
执行不力的问题，降低了案件执行的成
本，
提升了异地执行的效果和效率。
北京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吉罗
洪表示，
近年来，
北京法院执行联动机制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查人找物的效
率上明显提升，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
力度有效加强，区域执行协作的内容进
一步丰富。
“全市法院拓展思路，创新举措，积
极探索，推动构建‘多部门配合参与、跨
区域联动执行、异地事项畅通协作’的
‘大联动’机制，更加及时有效地保障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增强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成为北京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
的重要助力。
”吉罗洪说。

春节临近，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2018 新春送温暖”活
动，向联系帮扶村的村民送去节日慰问品，并为大家送去新春祝福。
“政通国盛千家福，法治人和九域春”……有着书法特长的三名法官还现
场挥毫泼墨，为乡亲们书写法治春联。这是合江法院将帮扶工作与法治宣传相
结合的又一举措。
易雪瓶 摄

芜湖中院联手芜湖日报宣传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芜湖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
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开展
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的部署，
该院党组
第一时间向市委专题汇报，
市委高度重
视，
将法院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工作纳
入全市
“基本解决执行难”
整体工作，
充
分利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
出实招化解
了一大批涉民生执行案件。
为了在全市扩大影响，对被执行

人形成强大的舆论震慑，芜湖市委宣
传部和芜湖中院在 《芜湖日报》 开设
本次集中执行活动专栏，每日一期，
连续报道全市两级法院涉民生集中执
行典型案件和执行成果，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反响。
活动开展一个多月来，全市法院
执结涉民生案件 842 件，执行到位金
额近亿元。
（葛义俊 强 晨）

离婚证明彰显司法温度
⇨上接第一版 在这类文书中，会
载明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财产分
割、子女抚养等一系列个人隐私内
容，这些内容使当事人需要提供离
婚状态证明时经常感到尴尬和不
便。
徐汇区法院发放的离婚证明书
中，只记载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包括姓名、性别、公民身份证号、生
效法律文书案号、类型及生效时间等
必要证明信息，不再涉及案件具体事
实。
李 成 栋 表 示 ：“ 考 虑 到 家 事 审
判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当事人隐
私，我院决定制作并发放离婚证明
书。离婚证明书隐去了个人隐私信
息，并加盖法院公章以示权威。”
⇨ 上接第一版 检辩双方对新证据
进行了当庭质证，对出庭证人进行了
交叉询问，并就庭前会议梳理的对原
判存有异议的证据，充分发表了意
见。法庭辩论阶段，检辩双方围绕原
审被告人张文中是否构成诈骗罪、单
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原审同案被
告人张伟春是否构成诈骗罪，原审同
案被告单位物美集团是否构成单位行
贿罪，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原审被告
人、原审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分别
作了最后陈述。庭审充分保障了诉讼

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家事
审判改革
在上海两会期间，很多代表为法
院推出的司法便民举措点赞，其中离
婚证明书就被不少代表认可。
上海人大代表、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杨军律师告诉记者：
“在离
婚案件中，
法律文书记载了当事人的情
感纠葛和个人隐私，
遇到需要证明自己
婚姻状况的情形，
就需要出示这份记录
详尽的法律文书，
落入尴尬的境地。离
婚证明书制度是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
创新之举，
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感受，更
加全面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体
现了司法为民，
也彰显了司法温度。
”

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根据法律规
定和该案具体情况，合议庭决定择期
宣判。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尹伊
君、杜亚起，助理检察员韩大书、刘
文峰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张文
中及辩护人赵秉志、左坚卫，原审同
案被告人张伟春及辩护人吴建平、赵
磊，原审同案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
徐莹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人亲
属、原审被告单位职工代表，有关单
位代表及部分群众旁听了庭审。

四根钢柱竖店前 节前强拆护经营
徐志毅 梁 良 文/图
“今年春节可以打开门做生意了，赶
紧打扫干净。”广东省茂名市电城镇梁某
高兴地对家里人说。
2 月 9 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廖颖刚来到电城镇北街，依
法强制拆除了挡在梁某店铺门前竖起一年
多的四根钢柱。
2016 年 11 月，唐某以梁某店铺门前的
10 平方地面属于其祖辈为由，在店铺门前
不到半米处建起四根 3 米高的钢柱。梁某
无法经营，
双方协商无果，
遂提起诉讼。

2017 年 6 月，法院判令唐某停止侵害、
拆除建在梁某店铺门前四根钢柱。唐某拒不
履行，法院强制执行。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法院还来把判决
执行了，非常感谢！
”梁某握着法官的手说。
图①：
维持现场秩序。
图②：
向被执行人释明法规。
图③：
监督拆除钢柱。
图④：梁某家人为久未经营的店铺贴新
年春联。
图⑤：
梁某感谢法官节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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