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9CHONGQING DAILY

2019年4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张辉

2015年，一张法官乘
坐溜索去村里办案的照
片在网上热传——一前
一后两位法官怀抱国徽
悬吊空中，靠着头顶一根
细长的钢索“溜”过奔腾
的九盘河，到河对岸开展
巡回审判。

他们是奉节县法院
第三人民法庭的干警，当
时山区交通不便，为了过
河办案，只能用当地的特
色交通工具——溜索。
为此，当地人都叫他们

“溜索法官”。
4年过去了，“溜索法

官”现况如何？重庆日报
记者由动车转汽车，辗转
5个多小时来到距奉节县
城80多公里的第三人民
法庭，回访这群大山深处
的年轻法官。

4月的奉节，阳光灿烂。湛蓝的天
空与巍巍青山相映，潺潺的流水声回响
山谷。前往奉节县法院第三人民法庭
的路上，眼前掠过的是一幅幅惬意美妙
的山水画卷。

“报道里的那群网红‘溜索法官’已
经全部换了。”蜿蜒的山路上，开车的陶
师傅向记者作起了“背景介绍”，2018
年，第三人民法庭调整了人员结构，按
照1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聘
用制书记员、1名聘用制法警的配置组
建了新的“溜索法官”团队。

“你们看，这就是那张网红照片上
的溜索。”路过九盘河，陶师傅热情地
指着河面的溜索说，“附近正在修建钢
筋水泥的大桥，这条溜索也很快要退
休咯……”

如今，法官换人、溜索退休，新一代
的“溜索法官”和曾经的那群人有何不
同？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奉
节县兴隆镇的第三人民法庭。

“每次巡回审判，都是一
次生动的普法活动”

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小法庭。
记者到达时，37岁的第三人民法庭

员额法官刘邓正在收拾“装备”，准备上
山开展巡回审判。

“那就一起去吧！”刘邓笑着说。
跟着刘邓一行驱车上山，记者在车

上大概了解了案情：原告和被告是王家
两兄弟，只因为装修房屋时大哥把废弃
的渣石堆在了路边，一米宽的路面被挡
去一大半，影响了弟弟一家出行。弟弟气
不过，也弄了些石渣把整条路都堵住，并
把哥哥告上法庭，要求其排除路障。

一个多小时后，审判车停在田坎边
上。王家兄弟的房子在田边的土坡背
后，汽车开不进去，只能下车步行。

刘邓说，第三人民法庭所管辖的5
个乡镇都在山上，平均海拔1300多米，
面积超过950平方公里。这些地区大
多山大坡陡、谷深路遥，车是法官进山
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但抵达村民的

“最后一公里”，往往还是要靠法庭干警
的双脚。

背着数字巡回审判包，走过小土
路，翻过土坡，树林背后新装修的两层
小楼便是王家大哥的房子了。两兄弟
一左一右站在院门口，双手环抱胸前互
不搭理。见刘邓一行人，赶紧迎上前
去。

“先带我们看看现场嘛！”刘邓并不
慌着审案，而是先到被石渣堵住的路上
一看究竟，听两兄弟讲清楚这堆石渣的
来龙去脉。

看完现场，刘邓来到张家前院，这
房前的院坝空间足够大，当天的巡回审
判就在这里开庭了。挂国徽，拉开“巡
回法庭”横幅，从屋里搬出方桌椅子，摆
上审判员、原告、被告的标牌，庭审就此
开始。

“‘溜索法官’来开庭了！”周围的村
民见了，都围坐过来，要亲眼看看刘邓
如何“摆平”这倔强的王家两兄弟。

庭审进行了约半小时。刘邓表示，
这样的案子一定要到现场，所有事情都
一清二楚。法庭最后判决，两兄弟各自

清理自己堆放的石渣。两兄弟也在刘
邓的说服下握手言和。

化解一个普通纠纷，刘邓和法官助
理宴宇涛、书记员旷兆、法警陈星光翻
山越岭，来回就花了半天时间。刘邓却
说，很值得。因为，人民法庭是人民法
院“基层的基层”，每次巡回审判，都是
一次生动的普法活动。“只有到老百姓
当中去，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给他们
讲解法律道理，他们才会慢慢明白，逐
渐更多的人也就明白了。”

据了解，去年以来，第三人民法庭
立足辖区特点，结合群众司法需求，完善

“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便民诉讼网
络，探索“分时段、分片区、分类型”的“三
分制”巡回办案方式，开展“春耕巡回法
庭”“夜间法庭”等便民诉讼活动，全力打
通服务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

“溜索或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司法为民的精神一直延续”

“我们几个都没溜过溜索，现在基
本不会溜了！”返回法庭的路上，刘邓
说，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村
村都通了公路，需要过河的地方也架起
了桥梁。

“溜索也许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我们司法为民的精神将一直延续下
去。”在刘邓看来，作为新一代“溜索法
官”，要做的是传承和发扬“根植基层重
实干、心系群众讲奉献、不畏艰辛用担
当”的“溜索法官”精神品质。

“法庭就数我年龄最大，还好他们
年轻，都是95年左右的，拉低了我们整
体的平均年龄。”刘邓指着一旁的法官
助理宴宇涛打趣说。

“我不是95后，我94年的！”宴宇涛
赶紧接话。

去年1月11日，宴宇涛来法庭报到
前，作了不少功课——打开网页一搜，那
张法官溜索的照片置顶跳了出来。

“哇，不会吧，条件这么艰苦呀？”宴
宇涛心中先是一紧，但转念一想，“好像
看上去也挺浪漫的，是一种不错的体
验！”

宴宇涛还记得去年春节前不久，他
第一次看到这大山里飘起鹅毛大雪，连
绵的山峦被白雪覆盖。

“雪停了，我们去秦老汉家，把文书
给他送去。”即便是雨雪天气，刘邓依然
带着宴宇涛和法警陈星光驱车外出办
案。

不过，秦老汉住在林区中，审判车
开到山下便没了路。刘邓带着宴宇涛
和陈星光，各自背着包，徒步上山。途
经林中一片湖泊时，宴宇涛又兴奋了起
来：“我从没看过湖水结冰！”

“不要忙着兴奋，注意脚下！”刘邓
提醒说。

此时，湖边的小路已与湖面连成一
片，没有了明显界限，一行人小心翼翼
前行。

突然“嘭”地一声，刘邓立马回头，
只见湖面的冰被踩破，宴宇涛趴在冰面
上，一条腿掉进了冰窟窿里。

“哈哈，是我体重太重了，冰面撑不
起我！”回忆起当时情况，宴宇涛笑了起
来，他说，秦老汉收到文书后，马上给他
拿来干毛巾，令他心里暖暖的。

冬日文书送达的遭遇还记忆犹新，
酷热的夏日又到来了。顶着大太阳，宴
宇涛到辖区最远的云雾镇送文书。

“农村的门牌号不怎么清楚，不好
找人！”这是宴宇涛头一次独自找当事
人，就遇到了麻烦。他回忆说，自己辗
转问了10多位村民，走错了7次路，花
了4个多小时，总算把文书送到当事人
手中。

“这么辛苦，你这个90后受得了？”
记者问。

“哈哈，你别小看我们90后哦，这
些不算啥子！”宴宇涛一下子提高音量
说，“我可是第二批‘溜索法官’，我们就

是不怕山高路远，为老百姓服务的呀！
这些都正常，正常！”

一年来，从海拔200余米的沟壑到
2100多米的大山之巅，第三人民法庭
干警的足迹踏遍辖区5个乡镇40多个
村 200多个村民小组，覆盖辖区面积
95%以上，用艰辛和坚守在大山深处构
筑起消弭矛盾纠纷的“和谐屏障”和“法
治根基”。

“手机、微信、视频，哪样
方便就用哪样调解纠纷”

去年夏天，辖区长安镇的调解委员
会遇到一起“搞不定”的纠纷，现场向刘
邓求助，请求法官介入。

“我不知道我老公在浙江哪个单
位打工，也不晓得这笔钱现在在谁手
上……”刘邓通过远程视频调解室与长
安镇现场连线，看见了一脸茫然的当事
人小张。

原来，两年前，小张的丈夫在浙江打
工时意外工亡。由于小张年龄小，识字
不多，赔偿事宜全由丈夫的兄弟处理。

处理完后事，小张继续与公婆居
住。一开始相安无事，但时间一长，婆
媳矛盾便越演越烈。于是，小张要求公
婆将丈夫工亡的赔偿款分给自己，遭到
拒绝。

“明明就有……就有这笔钱，他们
怎么都不承认！”小张哭诉着，激动得直
跺脚。

“先不急，我们先看证据。”在远程
视频调解室，刘邓通过视频看完证据，
又耐心听完双方各自陈述，他心里有了
判断。

“大叔大娘，小张是您儿子的妻子，
肯定有资格得到部分赔偿款的。如果
通过法院我们会这么判决……”刘邓仔
细地向当事人分析了法律利害关系。

听到法官这么说，小张和公婆的争
吵停止了，双方缓和了下来。公婆最终

承认了有赔偿款，并同意拿出部分赔偿
款给儿媳妇。

没出法庭大门，一起棘手的纠纷就
这样化解了，这在如今的第三人民法庭
已是常事。

刘邓表示，第三人民法庭地处高寒
边远大山区，辖区内山大坡陡，谷深路
遥，全年霜冻期长达4个多月，受制于交
通不便、居住分散等诸多因素，人民群
众诉讼难问题较为突出。为此，第三人
民法庭还将信息化技术运用到办案中，
通过建立远程视频调解室、添置数字化
巡回审判包、建立法律服务微信群等形
式，解决人民群众诉讼难问题。

“手机、微信、视频，哪样方便就用
哪样调解纠纷。”刘邓边说边打开手机，
微信的“法庭微信工作群”里有不少刘
邓与群成员实时指导调解，交流办案技
巧的记录。

该群是去年上半年建立的，里面的
成员都是综治干部、人民调解员，这也
是“溜索法官”团队落实奉节法院出台
的《关于发挥人民法庭司法职能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
实施意见》的行动之一。

刘邓说，为落实意见，法庭建立的
法庭微信工作群，畅通了实时沟通渠
道，加强了法庭在办案实践中的指导力
度。综治干部、人民调解员等在案件调
解中遇到的问题可及时与法官沟通联
系，法官随时提供法律适用参考意见或
适时参与电话调解。同时，还通过法庭
普法栏目“威威说法”、法庭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进行专题普法活动，加强农村地
区“智慧法院”推广力度，将全域立案制
度、“易诉”平台建设等便民举措向农村
地区普及，着力解决好偏远山区当事人
诉讼难问题。

据统计，2018年至今，奉节县法院
第三人民法庭受理案件807件，结案
766件，结案率94.92%。共开展巡回审
判2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150余起。

新一代“溜索法官”
接棒演绎大山深处的送法故事

本报记者 黄乔

【核心提示】

新一轮产业浪潮中重庆成为
大数据、智能化驱动产业创新的倡
导者和引领者。清华与重庆共同
探讨科技创新从概念验证、孵化加
速到产业化等成果转化的新规律
和新方式。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薛其坤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新时期走出
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当下，广域
人才和深度参与是新时代智能科技
人才培养的重要起点。

智能科技是一个新兴行业，应
加速建立这个新兴行业的人才技
术标准，并通过社会强大的第三
方，成立大数据、智能化等新兴行
业协会，以此提出智能科技人才的
岗位标准和职业标准，尽快促进智

能科技人才标准化建设，从而保证
产业和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
院长李越

我们一直都走在智能化创新创
业的最前沿，在这条路上一定会走
弯路，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要勇于
尝试。

——云城科技创始人、CEO
王轶捷

未来五年，智慧城市将遍布全
国发达地区，建成以全覆盖、全智
能、全闭环为特点的高效治理架构，
这里面大量的 AI 和大数据创业的
机会一定要抓住！

——文安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陶海

▲4月16日，奉节县兴隆镇，院坝上的巡回法庭吸引了附近
不少村民前来旁听。

◀4月16日，奉节县兴隆镇，第三法庭的“溜索法官”们下车
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农户家。 记者 崔力 摄

4月18日—19日，第四届清华校友
三创大赛全球总决赛大数据智能化高
峰论坛在重庆举行。两天时间里，大咖
云集聚焦科技前沿，见证了TMT、AI、
大数据创业项目终极对决，共商重庆大
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共谋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未来。

本届三创大赛全球共有799个项
目参赛，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大建筑、城市更新、文创体育、健康
医疗、先进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环
保等多个领域。总决赛地点设在重庆
高新区，参赛项目分为成长组、天使组、
创意种子组三个组。总决赛共集聚了
102个项目，60多个专家，100多个团
队。

新形势下，重庆如何突破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发展瓶颈？又该建立怎样的
发展格局？在论坛上，重庆日报记者对
现场部分专家和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专访。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
产业化落地面临两大挑战

重庆日报：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
用产业化落地方面，您认为关键点有哪
些？您对重庆大数据和智能化产业发
展有何建议？

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案例研

究室主任邱东晓：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
用产业化的落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挑
战。首先是应用本身的落地，不管是电
网类还是工业类，真要应用落地到产业
上面是有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是
数据的挑战，往往建模期间，80%的时
间都在进行数据的整理，这是一项十分
庞大且复杂的工作。

第二个挑战是，针对每一个行业其
实都有一个业务的支持，而数据和业务
的支持之间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且不同
的数据之间也很难进行融合。

对于重庆如何将大数据和智能化
产业落地发展，我认为要针对这两个挑
战作出比较系统化的考虑。比如，要形
成孵化培训这样的基地，真正理解和重
视教育培训和孵化的重要性，让大数
据、智能化项目很好地与当地市场落地
对接。

另外，我们看到重庆对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落地发展非常重视，对这些项目
的引进和管理都群策群力。我认为，重
庆把这件事做好后，大数据和智能化产

业在重庆落地发展就很容易成功。

制定出台工业大数据发展规划
引导和带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重庆日报：重庆是传统的重工业基
地，您对重庆的工业大数据发展方面有
什么建议？

昆仑数据首席运营官秦磊：工业大
数据是智能制造的基础。重庆工业企
业众多，需要运用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
来完成智能制造升级。

怎么做？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大数
据建立起精细化运营的能力，把原来的
粗放式管理变成精细化的管理，帮助他
们实实在在地解决被国外工艺“卡脖
子”的问题，只有突破这些难点，工业企
业才能迅速提质增效。

大数据与传统工业深度融合是一
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建议政府
部门积极推动工业大数据龙头企业试
点示范，制定出台工业大数据发展规
划。另一方面，应加大与工业企业的协

调配合，引导和带动传统工业转型升
级。

智能化和大数据产业在
重庆崛起不是偶然

重庆日报：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
在全国很多地方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产
业，得到迅速发展。重庆引进大数据和
智能化优势在哪里？

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副局长付嘉康：
对重庆来说，最大优势有两个：第一个
是强大的经济体量。重庆是一个8.24
万平方公里的大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大
概3亿人群，其中包括川东地区的很多
城市，包括成渝城市群。这座庞大的城
市需要智能化管理，这就是智能化产业
在重庆发展的最大需求。

第二是重庆的工业基础，我们的工
业齐全，是传统的制造基地，在迭代升
级上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这两大
因素决定了智能化和大数据产业在重
庆崛起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

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全球总决赛大数据智能化高峰论坛专家支招——

重庆如何成为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沃土
本报记者 黄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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