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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社区防控

鞋底子冻透，七个暖贴不管用

疫情防控初期，作为基层法
官，包括肖窈窈在内的环翠法院
近200名干警分为三组，各向所
属基层党组织报道，按照社区调
配，轮流上街值勤。这是日常工
作之外的特殊任务。

虽有心理准备，但当真要走
上寒冷而萧瑟的街头，面对一切
尚是未知的空气、路人，肖窈窈
还是有些紧张。

首次值勤的第一个任务是
向居民分配政府供应的平价口
罩。要近距离接触这么多人，肖
窈窈忐忑不安，但幸运的是，值
勤点所在的社区小广场位置特
殊，多数居民在楼上就能看到排
队情况，谨慎之下，大家多是先
在楼上看，再根据队伍长短变化
决定下楼时间。

拿着身份证、房产证，戴着
口罩的居民陆陆续续赶到，每人
间隔约一米排成两队。肖窈窈先
看身份证、房产证，核实是否有
异常入住，再询问近期是否离开
威海或有外地旅行史并标注，确
认没有异常，再发口罩并收费。

工作进行到傍晚5点，天色
渐暗，再没有居民前来，停下来
时，肖窈窈才发现脚趾头冻得没
了知觉。在低温中站久了，7个暖
贴也不管用，全身都能冻透了，
晚上回家一进门，觉得浑身发
痒，那是长时间低温的身体遇到
室内热量时的应激反应。

即使如此，在以后的值勤
中，无论寒潮天还是大雪天，肖
窈窈总是全副武装，坚守社区防
疫一线，登记进出人员和车辆信
息、劝返外出人员……

办案加速度，靠经验精准分流

靠电话沟通、本子记录，靠一颗

有温度的心

疫情防控期间，不见面、少
见面是第一原则，但公平正义的
实现又不能因疫情而受阻，这似
乎是一个两难选择。

面对这个难题，肖窈窈有自
己的工作方法。受理案件后，她
会立即查阅卷宗，对有可能调解
的纠纷先交给特邀调解员。他们
一般年龄大、生活经验丰富，经
过他们的调解，一些简易纠纷或
家庭纠纷大多都会化解。如果调
解可能性较小，肖窈窈会立即通
知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补充证
据，同时阅卷归纳案件争议点、
抓出矛盾焦点，然后安排送达，
无缝隙地实现“诉前调解”和“司
法审判”对接。

疫情期间的调解、审判方式
都很特殊，电话成了肖窈窈的主
要办案工具，这样不仅可以减少
开庭次数、缩短开庭时间，也可
以避免当事人的外出，保护当事
人安全，同时也保障速裁工作的
高效、有序推进。

“喂，你好，这里是环翠区法

院，我是法官肖窈窈…”这句话，
她每天要说很多遍。肖窈窈基本
是把电话“绑”在身上，从早到
晚，即使中午，她的办公电话也
一直忙碌，因为有些当事人因工
作原因，无法在上班时间内进行
沟通，只有下班后才更方便联
系。因此，包括庭长在内的同事
们去找肖窈窈谈工作，百分百地
都 必 须 在 她 办 公 桌 旁“ 练 站

功”——— 等她打完电话。
光打电话是不够的，肖窈窈

的工作笔记本用得很多，而且每
本都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次
打电话的重点内容、当事人的意
见主张。调解书不像判决书一般
那么长，卷宗也薄一些，但简单
的调解书背后，是肖窈窈一遍又
一遍的电话，一次又一次的沟
通、记录和修改的结果。

一边外出值勤，一边克服疫
情防控期间尽量不接触导致的困
难，肖窈窈的速裁案件量不仅没
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今年以来，
肖窈窈共审结各类案件416件，远
远高出全院平均结案水平。

速裁法官的压力来自审结
案件的数量要求，但审判质量也
丝毫不能打折扣。

2020年春节前，肖窈窈审理
了一起特殊案件。纪某是威海一
家劳务公司的工人，工作时意外
坠落造成身体重度损伤，胸部以
下多处骨折。纪某户籍系外地，
无法及时用异地医保报销治疗
费用且个人也无力承担治疗费
用，他受伤后一直租住小旅馆，
全身无法移动的他，只能靠家人
喂水喂饭来维持生命，期待拿到
赔偿后再回老家治疗。

接手案件后，肖窈窈立即联
系劳务公司负责人，第二天，她
就与助理带着电脑、打印机来到
小旅馆，劳务公司负责人和纪某
当场达成一致意见，十天后，纪
某便收到了赔偿款并回乡治疗。

也是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2
月份，肖窈窈电话调解了一起抚
养费纠纷。一位单身母亲为孩子
争取拖欠的半年抚养费4200元，

这本来是一起可以立即审结并
转入执行的案件，但考虑疫情期
间开展执行工作的难度较大，肖
窈窈没有这样简单地“一判了
之”，她前后至少打了5个电话与
被告沟通，甚至还与被告的再婚
妻子沟通，最后被告不仅同意立
即给付拖欠的4200元抚养费，还
主动将今后的标准调高至每月
800元。

网络庭审很便利

背后是法官的更多付出

由于突来的疫情，很多已排
期开庭的案件都受到了影响，法
官必须提前联系案件两方甚至
多 方 当 事 人 ，征 求 他 们 的 意
见——— 是否按期开庭、是否可以
延期？如果按期开庭能否接受网
络庭审？

从正月初六开始，肖窈窈就
和自己的两名助理到了办公室，
依次打电话与已排期案件的当
事人进行沟通，确认双方是否需
要延期，如不延期是否同意网络
庭审。

网络庭审，听起来应该很便
利也很进步，但实际应用起来却
并不简单。法官有专业知识和基
础素养支撑，一个虚拟流程演练
下来，基本可以掌握互联网庭审
系统的操作方法，但当事人却未
必，尤其是很多年纪较大的当事
人，网络庭审的操作对他们来说
难度较大，需要法官多次通过电
话来指导、提醒才能顺利完成应
用软件下载、注册、登记、按时上
线等一系列事项，否则就会影响
到后续的案件庭审。

网上庭审20余起案件后，对
网络庭审的适用范围，肖窈窈的
总结是，“四十岁以下的人相对容
易掌握，过了五十岁就难了，只能
让他们找人比如找孩子帮忙”。

但是，再精细的准备也无法
完美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以2月
27日这一天为例，这天上午，肖
窈窈共安排了5个案件的网络庭
审，按照以往的线下庭审流程，

上午11点左右就可以全部结束。
但这一次，直到上午11:30，第4个
案件也未能结束，等审判流程都
结束了，网络却突然出现了故
障，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无法正常
录入系统存档，最后在征得双方
当事人同意后，在后台技术员的
协助下才完成了签字入档。

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此而来。
肖窈窈和助理逐一联系后续案
件的当事人，解释、说明情况并
征得同意，将第5个案件改为下
午开庭，原定下午开庭的2个案
件也往后顺延。下午6点半，肖窈
窈才完成了全部的开庭任务。

必须现场审结怎么办？

错时到庭，服务特定当事人

2019年下半年，因经营不善
破产，威海某公司拖欠20多名员
工两到五个月不等的工资，数额
在几千到四万元不等。这20多人
都是退休后返聘，申请仲裁时因
没有劳动合同而被拒，转而向环
翠法院提起诉讼，他们提出了金
额不等的偿薪请求，这个事实清
楚但金额计算复杂的案件就留
在了肖窈窈的速裁团队。

这个案件的复杂在于，该公
司的所有门店都已关门，包括财
务在内的员工大都已辞职。根据
各原告的主张，从年前开始，肖窈
窈就尝试联系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而未得，年后遇到疫情就更为困
难，再加上20多名原告被返聘于
不同部门，工资、出勤资料分散，
需要分别与公司的多个部门联
系。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一个又
一个地找人，最终肖窈窈逐一联
系上了各原告原所在部门的负责
人、会计，并在2月25日下午拿到
了20多名原告的出勤记录、工资
明细。再对照各原告提出的偿薪
请求，发现有很大出入。肖窈窈又
带着自己的两个助理逐一与20多
名原告沟通、反馈，最后双方都同
意调解，几经反复，终于就金额问
题达成一致。

但是，这只完成了第一步。
20多名原告的年龄都在60岁开
外，难以尽快掌握互联网庭审系
统的操作方法，有的甚至是独自
生活，就连找家人帮忙也很难，
通过互联网开庭并不现实。肖窈
窈采用错峰开庭的方式，每次只
让一名原告及被告代理人到庭
确认并制作调解书，忙碌了两
天，直到2月28日全部顺利结案。

春节过后上班以来，肖窈窈
带领两名助理共审结各类案件
296件，扣除周末，平均每天审结
8件，这是她组织有方、团队高效
配合的成果，更是她冲锋在前、
扛责在肩的最好诠释。

虽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但肖窈窈还在不断摸索速裁
工作更高效、更精准的审理方
式。她说：“从穿上法袍那天起，
我只想办好每一个案件，用自己
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去信仰法律、
尊重法律，这就是我作为法律人
的法律梦想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王佳丽

克服疫情带来的会面难、
调查难、开庭难，威海市环翠区
人民法院速裁团队法官肖窈
窈，一边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值
勤，一边以扎实的专业素养，稳
步推进速裁工作。

今年1月1日截至3月26日，
她已结案416件，在全省员额法
官民事案件结案排名中居首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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