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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影摩挲 ， 清风入

怀。 秋意渐浓中一场精彩

的上海法院 “智慧法院”

体验活动拉开了帷幕。

“智慧法院” 到底是

啥？ “智” 与 “慧” 体现

在何处？ 作为首届上海法

治文化节的重点项目之

一———上海法院 “智慧法

院” 体验活动， 将在为期

两周的时间里， 邀请社会

公众走入上铁、 青浦、 闵

行 、 徐汇 、 金融 5 家法

院， 亲身体验诉讼服务智

慧舱、 在线庭审等 “全流

程网上办案” 数字科技成

果 ， 沉浸式感受法院民

事、 商事、 知产、 金融、

行政、 破产等不同类型的

模拟庭审。

9 月 2 日是此次体验

活动的第一站， 参与活动

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学生等挂上 “身份牌 ” ，

纷纷扮演起原告、 被告、

代理人、 人民陪审员、 债

权人 、 审判员等不同角

色， 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院） 全

流程体验了一把 “智慧法

院” 的运作。

开幕：“智慧法院”诠释

法治文化内涵

9 月 2 日下午， 上海法院“智

慧法院” 体验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

体验活动正式举行，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高院 ”）

党组成员、 副院长张斌， 市律师协

会会长季诺， 上铁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健， 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

理处副处长倪玥玥出席启动仪式，

市人大代表马瑜、 市政协委员陈

贵、 法学院校学生、 高院相关职能

部门以及其他法院代表受邀参加。

活动现场， 上海高院信息管理

处副处长陆诚介绍， 智慧法院建设

和司法改革被称为人民司法事业发

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目

前， 上海法院已完成人民法院信息

化建设 3.0版， 并不断推陈出新。

体验活动“第一站”———上铁法

院是上海集中管辖改革的试点法

院，该院审理的案件涉及行政、环资

等多个领域。“我们不仅要根据需求

完善功能加快迭代让各项系统更加

‘好用’， 还要加强培训让法院干警

‘用好’信息化，同时积极宣传提供

便利让群众‘爱用’。 ”李健表示。

对于“智慧法院” 如何惠及群

众， 季诺非常赞赏上海法院的做

法： “特别感谢上海法院在推进智

慧法院工作过程中对律师体验和律

师建议的高度重视， 三年来， 律协

共参与了 8次上海法院以智慧法院

为主题的活动， 今天是第 9 次， 但

今天的活动更加注重体验， 说明法

院开始从系统建设转换， 递进到更

加注重实际应用效果， 体现了上海

数字法治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张斌表示： “近年来， 上海法

院建成了以‘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

流程依法公开、 全方位智能服务’

为主要特征的智慧法院， 目标就是

让系统好用、 可用、 管用， 让数据

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通过数字

科技贴近老百姓、 普惠群众， 以数

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

义，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智慧法院” 究竟如何便民高

效？ 又是如何诠释法治文化新内

涵？ 答案在接下来的沉浸式体验活

动中一点点向我们揭晓。

体验 ： 沉浸式感受便

捷、高效

“小陈早晨上班途中违章被罚

款 200元，她想通过法院主持公道，

撤销这份处罚决定……”“‘原告’请

进入智慧舱进行网上立案……”

在体验活动首个场景中， “智

慧舱”、 诉讼材料流转中心“云”

柜等让参观者目不暇接。 来自上海

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研究生陈佳文

与范梦宇还佩戴“原告” “被告”

的身份铭牌， 真实体验了一把“当

事人” 的滋味。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 “原告” 点开网上立案系统、

填写必填项……整个过程行云流

水， “清晰明了！ 需要填写的资

料， 案件详细内容， 只需根据提示

来。” 对陈佳文说道。

随后，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

在科技感十足的“e 法庭”中召开了

“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区税务局申

请了发言，请提问。 ”扮演“审判长”

的陈贵马上进入角色，并引导“债权

人”依次线上发言、 线上讨论、 线

上表决。 据悉， 上铁法院已经成功

召开近 200场债权人会议， 最多一

次在线参与人数超过了 1000 人，破

产审判方式的改革， 提升了破产审

判效率， 更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几场“角色扮演” 让体验者们

意犹未尽， 在“庭改法庭” 环节

中， 体验者更是直接走上了法庭。

讲解法官演示了智慧法庭的多项功

能。 演示环节结束后， 随着法官一

句“开庭”， 现场“画风” 陡然一

转， 一场紧张有序， 充满科技智慧

的庭审开启。

“我方没有需要补充的证据。”

扮演被告的范梦宇在庭审中说道。

“我就是认为被告的证据不充

分， 不能证明……” 扮演原告的陈

佳文坚持自己的意见。

“除了证据不足， 我再补充一

点， 被告适用法律错误……” 扮演

原告代理人的倪玥玥又做了补充

……

模拟法庭一结束， 全场响起热

烈掌声： “太智能了” “高科技！”

期许 ： 智慧法院成果

“越智慧 越便利 越公正”

“耳目一新！” 市人大代表马

瑜说道： “最直观的感受是， 司法

审判更加高效、 快速。 语音识别系

统让庭审记录省时省力、 ‘e 法

庭’ 让债权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会

议、 表决。”

“期待 （智慧法院） 通过迭代

越来越智慧、 越便民、 越公平正

义！” 市政协委员陈贵则在活动结

束后兴奋地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快

讯”。 他有两个关键感受： 高效、

便民。

全流程体验“智慧法院” 的

“原告” “被告” 更是颇有感慨。

“印象最深的是网上立案。 基层案

件多， 当事人排队、 提交资料可能

要等待很长时间， 有这一技术的话

就很方便。” 范梦宇表示。 在陈佳

文看来， 智能化能够降低诉讼成

本， 使司法变得更加高效精准， 具

有可预见性。

活动的最后， 体验者们在卡片

上纷纷对智慧法院建设寄托更多期

许， 希望智慧法院建设作为上海法

院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进一步诠

释法治文化的内涵， 希望智慧法院

以其司法审判全流程高度信息化的

“智”， 助力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的

“慧”， 让数字正义推动法治公平正

义， 让法治思维、 法治意识、 法治

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8 月 30 日 9 时 30 分， 江西省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九江市人民检察院诉陈某旺可移动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 并当庭作出

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陈某旺承担文

物修复费用 10 万元及专家评估费

用， 并在全国性媒体刊登公告向社

会公开赔礼道歉。 该案是全国首例

可移动文物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案， 对促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普及文物保护知识， 具有积极意

义。

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10 月 25

日， 被告陈某旺在湖北省黄石市阳

新县某村自家承包的山地中， 拾捡

到一件青铜器， 带回家后通过村民

手机查询， 得知是古代青铜编甬

钟， 具有很高的价值， 且编甬钟都

是成批出现。 因此次日上午， 陈某

旺携带锄头到拾捡编甬钟的承包地

里进行挖掘， 先后共挖出八件编

钟， 其中三件编钟因挖掘受损。

2021 年 5 月， 陈某旺在非法倒卖

青铜编钟时， 被九江公安机关当场

抓获。 2021 年 12 月， 陈某旺因倒

卖文物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

月， 并处罚金 2万元。

经鉴定， 上述九件青铜编甬钟

属于出土文物， 年代约在西周晚

期， 保存基本完好， 少量“青铜

枚” 有残断破损， 多数可以定为二

级文物， 青铜枚有断裂现象的文物

可以定为三级， 整体为国家二级文

物。 经专家组评估， 评估意见为：

（1） 九件青铜编甬钟， 其中 002 号

有 2 处损伤， 003 号有 10 处损伤

且划伤痕迹明显， 004 号有 1 处损

伤， 均为近期受外力新损。 （2）

综合考虑被损坏文物等级、 损坏程

度、 文物价值及修复所需材料、 工

艺等因素， 专家组估算 （受外力新

损处） 文物修复费用约 10 万元左

右。 九江市人民检察院为此支出专

家评估费用 4000元。

庭审中， 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向

法庭提交了四组证据， 被告陈某旺

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双方

围绕本案被告对编钟的损害是否侵

害了公共利益、 本案被告的行为是

否应当承担责任、 应如何承担责任

等争议焦点， 展开了辩论。

九江中院认为， 文物作为历史

的物质遗存， 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科研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的资源。 被告陈某旺私自

挖掘并造成文物损坏， 其行为侵犯

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应承担民事侵

权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

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

十二条、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

十八条第二款、 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被告陈某旺因犯倒卖文物罪， 目

前正在服刑， 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

参加诉讼。 一审宣判后， 被告方表示

服判不上诉， 并对因私自挖掘造成编

甬钟损坏的行为表示后悔， 向社会公

众表示诚恳的道歉。

（来源： 中国法院网）

全国首例可移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被告被判承担10万元修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