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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志愿天使们” 的 184天备忘录

严剑漪王治国黄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志愿
者们在长达

184

天的世博会期间体现出了
崇高的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至善至美
的为民服务精神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

笔者为此专访了浦东新区法院院长丁寿
兴。

问：丁院长，世博会的召开是对志愿者
工作的一次检验， 浦东法院的志愿者们默
默奉献的精神让人非常感动， 您认为这次
世博志愿者服务对浦东法院最大的意义是
什么？

答：在这次世博会期间，我们法院的志
愿者克服种种困难， 累计出勤

2000

余人
次，服务时间超过

2

万个小时，整个服务过
程中，无一人脱岗、缺岗，对此我也很受感
动，也为他们骄傲。 我觉得，这次世博志愿
者服务对法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意义十
分深远。

首先， 世博志愿者服务给法官和工作
人员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广阔舞台。 通过
志愿者服务， 进一步体现了浦东法院一贯
坚持的“司法为民”宗旨，为我们今后的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志愿，使我的人生更加精彩”这
一理念， 进一步丰富了我院青年同志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培养积极向上的
青年价值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 我院服务世博的各项工作也得
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和好评。 世博法庭被评
为市级“世博先锋基层党组织”、“世博立功
竞赛活动优秀集体”， 周志红同志被评为
“世博先锋一线行动‘优秀共产党员’”，张
海娟同志荣立“世博立功竞赛二等功”，沈
文加同志被评为“世博先锋共产党员”；

“世博志愿者服务队”被团区委评为“青年
先锋队”，张颖和黄鑫同志被评为“青年先
锋”； ……还有

52

名同志荣立世博立功竞
赛三等功，

130

名同志获得嘉奖。 这些成绩
的取得充分展现了我院法官和工作人员的
能力和水平，同时也丰富、推动了我们法院
的党建、队建工作。

问：那么，今后浦东法院怎样在志愿者
服务方面形成长效机制？

答： 后世博时代可能主要是从培养机
制、 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来推动
我院志愿者服务不断迈上新台阶：

良好的培养机制是建立服务长效机制
的基础。世博志愿者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
都经历了统一的培训，这对志愿服务有很强
的促进作用。我院今后将通过开设相关培训
教程、组织志愿者经验交流等方式，对志愿
服务进行培训和指导，为志愿服务创造良好
环境，保障志愿者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完善的激励机制是建立服务长效机制
的动力。我们要通过开展优秀志愿者评选、

树立先进典型等方式， 把我院志愿者活动
与提高道德认识相结合， 引导大家感悟活
动中蕴涵的道德意义，认识到“志愿者既是
奉献者又是受益者”，将志愿服务内化为自
觉行动，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从而
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实现志愿者活动
的持久性。

管理机制是建立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
根本。 我们一是要强化我院志愿者服务的
基础性工作，建立志愿者服务信息数据库；

二要在我院已有的志愿者交通、 午餐等补
贴基础上， 把志愿者的各项保障工作进一
步做好、 做细。

对话院长

浦东法院的园区志愿者在为游客盖章。 城市志愿服务站点的志愿者在为游客指路。 外国游客在向志愿者咨询世博园区交通情况。 “蓝妹妹” 祝芬在接受同事们的生日祝福。

一座拥有
2000

万人口的城市， 一片
5.28

平方
公里的世博园区，

24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争相参
与，

2

万多场全球文化表演的饕餮盛宴， 这一切的
“奇迹” 发生在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的上
海世博会。

而在这
184

天中， 有这样一支充满青春朝气的
法官队伍“芳香四溢” 在世博园内外的各个角落，

他们既要完成自己每天在法院的各类日常工作， 又
要在规定时间为游客指路、 拍照、 讲解信息、 帮助
寻找走失的家人， 过着“做

7

休
0

” 的日子， 这就
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里

120

名可敬可爱的
“志愿天使们”。

院领导前往服务站点看望志愿者。

“小白菜” 在世博会闭幕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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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 本院受理的上海文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与你公司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关村支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262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
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方瑞霞： 本院受理的沈阳中弘再生资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因与你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
支行、 宁波新易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潘柏铭信用证开
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163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方瑞霞： 本院受理的沈阳中弘再生资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因与你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
支行、 宁波新易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潘柏铭信用证开
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164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潘柏铭： 本院受理的沈阳中弘再生资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因与你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
支行、 宁波新易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方瑞霞信用证开
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163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潘柏铭： 本院受理的沈阳中弘再生资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因与你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
支行、 宁波新易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方瑞霞信用证开
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164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宁波新易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沈阳中

弘再生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与你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行、 潘柏铭、 方瑞霞信用证开
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163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宁波新易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沈阳中

弘再生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与你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行、 潘柏铭、 方瑞霞信用证开
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民申字第
1164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广州市东建建筑设计院： 本院受理的广州市东建

建筑设计院上诉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院
公告送达本院（

2009

） 民一终字第
97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福州市仓山腾飞塑料厂： 本院受理的福州市仓

山腾飞塑料厂与郭秋官财产损害赔偿一案， 已经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达本院（

2008

） 民申
字第

828-1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博远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华辰物资储

运中心： 本院受理的山东博远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与五
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华辰物资储运中心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

2008

） 民一终字第
133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东营经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东营

经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省东营市友谊大厦有
限责任公司房屋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08

） 民申字第
1490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格瑞夫（太仓） 包装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中

天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格瑞夫（太仓） 包装有
限公司与惠州市大亚湾中天实业有限公司居间、 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

2009

） 民申字第
657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建民： 本院受理的王建民与朱国强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08

） 民申字第
1466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济南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山东龙脊岛
建设有限公司、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山东
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济南国
美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及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

2009

） 民二终字第
121

号民事裁定
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南昌立通计算机网络运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

南昌立通计算机网络运营有限公司与华东交通大学合
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09

） 民申字第
656

号民事
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乐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天津

乐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张家口市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08

） 民申字第
832

号民事裁
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珠海科大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艾珂斯大电子有限

公司、

KPINTERNATIONAL

（

U.S.A

）

INC

、 科大实
业（香港） 有限公司、 珠海市西部科大实业有限公
司、

YUFENG LIU

、

DAVID CHEN

： 本院受理广州
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中外合作经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

2010

） 民申字第
1107

号民事裁定书。 珠海科大实业
有限公司、 广州艾珂斯大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西部
科大实业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科大实业（香港） 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

个月，

KP INTERNATIONAL

（

U.S.A

）

INC

、

YUFENG LIU

、

DAVID CHEN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

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珠海经济特区安然实业（集团） 公司： 本院受理

的申请再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被申
请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 一审第三
人珠海经济特区安然实业（集团） 公司代位权纠纷一
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
（

2010

） 民申字第
664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谭洪强： 你与山东鲁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借贷及

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 因山东鲁淮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

） 鲁民二终字第
140

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 已
裁定由本院提审本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08

） 民申字第
84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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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3

日（总第
4792

期）

最操心的“指挥员”

汤建华，脸上一双略带微笑的眼睛，

温文尔雅的个性中时刻闪烁着思考的光
芒，

2010

年对于他来说充满着压力和挑
战。 作为党组成员和政治部主任，汤建华
手里分管的活儿可谓千头万绪。

2009

年
11

月， 汤建华接到了世博局筹办工作组
志愿者小组的通知，组织一支

120

名世博
志愿者队伍的任务摆在了他的面前。

120

名志愿者， 相当于整个法院在
编人数的五分之一， 汤建华立即指导团
委第一时间在法院局域网上发出征集志
愿者的公告， 考虑到志愿者人数和部门
工作量的平衡， 公告中明确报名采用部
门推荐和申请者自荐相结合的方式。 很
快，一支年轻有为的志愿者队伍诞生了，

这些志愿者被分布在世博园区“小白
菜”、城市志愿服务站点“蓝精灵”，分工
协作，各司其职。

5

月， 政治部碰到了第一个棘手问
题，原定于野生动物园的志愿者服务站因
故改为世博园

6

号门服务站，上岗时间从
白天改为晚上

18

时至
23

时， 这样一来，

原站点的志愿者不仅增加了路途奔波的
时间，很多志愿者出现了“回家难”问题。

为了保证志愿者工作的正常开展，

同时也尽量避免影响日常的审判工作，

汤建华立即决定， 由团委书记张宏毅牵
头临时组成一支“青年团员备用军”，分
批前往新站点上岗“补漏”，同时将原站
点的部分女性志愿者调度到其他服务站
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新旧站点成功
完成了“对接”。

5

月起，志愿者的工作全面铺开，工
作日休息与双休日上岗的协调、 开庭时
间与上岗时间的冲突、 世博园出现高峰
人流需要紧急补充人手、 中秋节给志愿
者送上月饼和慰问信、 炎炎酷暑给服务
站送去防暑降温物品、 将志愿者排期表
在法院局域网上定期公布、 通过短信对
志愿者进行上岗提示……一桩又一桩，

汤建华带着整个“指挥部”有条不紊地一
步步走来。

最幸运的“蓝妹妹”

扎着一个大大的马尾辫，

27

岁的祝
芬穿上法官制服后显得格外端庄美丽。

这次能够成为一名世博志愿者，祝
芬感叹自己实在幸运得“做梦也会笑”。

原来，早在
2008

年她便报名申请奥运志
愿者，但由于当时学校的名额有限，她落
选了，心中一直深留遗憾。

2010

年
2

月，

当她看见法院局域网上发布世博志愿者
征集通知时，赶紧第一个报了名。

9

月
29

日， 是祝芬最后一次作为
志愿者站岗。 早晨

8

时， 天开始下起了
蒙蒙细雨， 已经“相伴多日” 的东方明
珠、 金茂大厦在雨雾中仿佛悄悄在向她
招手告别， 祝芬珍惜地回应着每位游客
的询问， 她实在难舍这“蓝精灵” 的生

活。

10

时
45

分， 就在祝芬即将中午
“下班” 时， 一个点着星星烛火的生日
蛋糕出现在她的眼前， 原来这一天也是
祝芬的生日， 细心的同事们悄悄为她送
来了“惊喜”， 唱生日歌、 吹蜡烛、 切
蛋糕、 拍照……经过站点的路人不时地
驻足观望， 而祝芬动容地享受着这份意
外的幸福， 心里无限温暖。

最会盖章的“世博辩手”

娇小玲珑的沈雯在浦东法院民一庭
工作， 口才一流。 今年

6

月， 她代表浦
东法院参加了“志愿， 使我的人生更加
精彩” 辩论赛， 最后成为毫无争议的
“最佳辩手”。 而让沈雯更快乐的， 则是
在重庆馆为过往游客“啪啪啪” 盖馆章
的活儿。

重庆馆位于中国省市联合馆的
14

号、

17

号出口的中间， 同时又是几大
热门馆的交界处， 人流量特别多， 沈雯
不仅要保持高节奏的盖章速度， 还要应
接不暇地回答游客的各类问题， 一天下
来腰酸背痛嗓子发哑， 但沈雯就是对盖
章“上瘾”，因为她发现由于“盖章”，使她
有了无数奇妙的“孩子缘”。

10

月
6

日， 沈雯正在低头盖章，突
然从十几本世博护照中伸出一个肉鼓鼓
的小手来：“姐姐，你给我盖个章吧。 ”一
个身高只到沈雯“半山腰”的男孩探出脸
来，沈雯忍不住笑了，然后很“温柔”地在
男孩手心里盖了一个章， 男孩兴奋地说
了声“谢谢”，转身向母亲得意地扬了扬
手。没过多久，正在盖章的沈雯突然发现
身边又多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 原来
她和家人走失了， 女孩直接拉着沈雯的
手要她“找妈妈”，沈雯二话不说立即和
身边的同伴临时换了岗， 帮助女孩找到
了妈妈。 “谢谢姐姐！ ”临走时，女孩在沈
雯的脸庞上亲了亲。

最动人的“含羞草”

文文弱弱的陈伊是家中的独生女，

从小特别爱静，自从
2006

年进入浦东法
院后， 她每天在执行庭埋头整理归档卷
宗，回到家则习惯靠在床上看小说。

与其他志愿者不同， 陈伊的头一次

上岗感觉非常糟糕，甚至有些令人沮丧。由
于陈伊所在的服务站点靠近陆家嘴的众
多金融机构和交通干道，来自不同地方的
人们总是会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花旗
银行怎么走？ ”“陆家嘴地铁站在哪里？ ”

“东昌路渡口往哪边走比较近？ ”“附近有
吃饭的地儿吗？ ”本来对陆家嘴就比较陌
生的陈伊完全一头雾水，只能一整天躲在
服务站里，看着其他

4

位组员如鱼得水地
回答着问题。

那天下班后，陈伊没有回家，她开始用
自己的双腿实地考察陆家嘴，地铁站、东昌
路渡口、正大广场……，怎么走、大概走多
久，所有情况通通“扫描”了一遍。 当晚，她
又上网把了解的地域情况烂熟于胸， 并且
记住了陆家嘴地区银行的分布情况。

第二次上岗，

4

位组员惊奇地发现，害
羞的姑娘居然主动站在了前排！“沿东泰路
向前走到底，右转走片刻即到东昌路渡口，

全程约
10

分钟。 ”“右手向前走
500

米，就
到了陆家嘴地铁站。 ” ……尽管方向感很
差，但聪明的陈伊以自己所站位置为坐标，

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指路方式。那一天，陈伊
回答了上百个问题， 当一名外国中年妇女
终于找到自己的丈夫， 向她说出蹩脚的
“

Thank you

”时，陈伊脸上漾出羞涩的微
笑。 她，是站点最美的“含羞草”。

最搞笑的“白菜摄影师”

乐乐和晓诗是浦东法院志愿者们最喜
欢的两位“白菜摄影师”。

乐乐本名乐 ，但大家都喜欢叫她“乐
乐”，她先后在监察室、房产庭负责简报、总
结材料、安排会议、布置活动、庭审记录等
工作，闲暇之余乐乐又迷上了摄影，背着自
己买的单反相机到处“抓拍”。

这次世博会开幕前，乐乐为了能当上
志愿者连续报了两次名，当她最终得知被
选上园区志愿者时，简直“乐透了”。不过，

做一个扛相机的园区“小白菜”并不容易，

由于世博局对上岗的志愿者有着严格的
着装要求，不允许带私人物品，每次轮到
乐乐上岗时，她总是要提前把照相机放进
志愿者休息室的柜子里，然后穿着“白菜
服”在服务点工作。 而一旦到了轮岗休息
时，乐乐便急着“飞”回休息室，拿出照相

机给法院“菜友”们拍照留念。 “飞来飞去”

的乐乐至今已经拍摄了
200

多张照片，而
这些照片中有不少已被入选园区志愿者
纪念册。

晓诗是法院人见人爱的“海宝弟弟”，

进入法院后， 晓诗被安排在研究室负责全
院的摄影摄像工作， 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和热情阳光的工作态度使他备受好评。 世
博园开园后，晓诗三天两头“往园子里冲”，

有时候是协助媒体拍摄世博法庭的专题
片，有时候是作为志愿者，有时候是给同事
们拍照，还有一次是为了看外国文艺演出。

虽然有丰富的世博园经验， 但作为志愿者
的他还是经常被一些游客“ ”倒：

“请问厕所里有纸巾吗？” 一位女游
客问男生晓诗， 晓诗无语。

“请问怎么过江啊？” 一位中年游客
问， 晓诗立即告诉他可以“坐地铁” 。

“江上不是有桥可以过去吗？” 游客指着远
远的南浦大桥说， 晓诗只得告知“桥是有
的， 但不是给人走的， 必须坐车才行”。

还有那些“做公交车需要预约吗？”

“你这儿有邦迪吗？” “你这儿有水果刀
吗？” “哪儿有尿尿馆（洗手间）？” “沙
拉馆（沙特阿拉伯馆） 在哪儿排队” ……

晓诗收集了法院小白菜们被“雷” 过的各
种有趣问题， “这是游客对我们志愿者工
作依赖和信任的‘特殊礼物’ 呀！” 他笑
眯眯地说。

最乐乎的“徽章迷”

杭州姑娘李卉是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
一名“老兵”。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她正
式成为中国省市联合馆绿色通道的一名
“高峰志愿者”，此后连续

7

天，她面对
10

月长假出现的百万客流，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在岗位上很忙碌， 李卉却很快发
现， 许多其他单位的志愿者都在互相交换
徽章以纪念特殊的世博交友之旅， 而浦东
法院“小白菜们”对此却毫无准备，没有法
院的特色徽章可以与人交换，特别可惜。

李卉立即和同事们分头行动， 设计法
院志愿者自己的纪念章， 她找到了民二庭
的范颖， 然后通过范颖找到昔日学过设计
的同窗好友，“逼” 着这位即将出门旅行的
好友在短短

3

天中设计出
10

款别具特色

的徽章，其中两款尤为引人注目：一款是丝
带勾勒的“法”字，另一款是古体“法”字。

国庆长假后第一天， 法院志愿者们纷
纷拿“法”字纪念章“试水”，没想到特别受
欢迎。 一个走失的小男孩找李卉寻求帮
助，当李卉用自己的手机跟男孩母亲取得
联系后， 小男孩忽然扭头问李卉：“姐姐，

你的纪念章很好看，能送给我吗？ ”李卉不
禁哑然失笑。

一个多月的高峰志愿者经历让李卉
“疯狂”交换了

70

枚这样的“宝贝”，脖子上
总是挂着大大小小的漂亮纪念章。

最牛的“蓝莓脱口秀”

盛晓琳是浦东法院速裁庭的一员，进
入法院前， 她曾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主修
国际商法专业。 今年

8

月
14

日，一位美国
大学教授来站点询问去往世博园区的路
线， 正在站点做志愿者的盛晓琳用娴熟的
英语为他介绍了观博最佳路线和世博园区
的经典场馆，使这位背着书包、身穿

T

恤
的美国教授连连感叹：“

30

年前我来到上
海时， 很少有人能和我交谈，

30

年后的今
天，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年轻人越
来越热情可爱，英语也说得那么流利啊！ ”

已经有一个
10

岁女儿的胡雪梅是一
位令人尊敬的“蓝莓妈妈”，每次上岗前她
都要事先安排好孩子的读书接送问题，然
后赶上

2

小时的路程来到服务站， 而一旦
上岗，胡雪梅出色的“纯正美语”总让服务
站“莓莓们”羡慕不已。

7

月
10

日，骄阳似火，一对爱尔兰夫
妇推着婴儿车来站点询问“上海野生动物
园怎么走？ 怎么坐车方便？ 车程多久？ 小
孩子进去后有哪些项目可以玩？” 面对一
连串的问题， 其他志愿者还在迟疑思考，

胡雪梅已经用流利的英语详细告知了动物
园的具体地点以及最快捷的交通路线。 爱
尔兰夫妇惊讶地说道： “你的英语是哪里
学的？ 讲得这么好！” 胡雪梅浅浅一笑。

其实， 这位有着
13

年丰富审判经验的法
官妈妈早在

2007

年便参加了美国威斯康
辛州东亚法律研究中心组织的“中美审判
技巧培训班”， 当时她就是班里公认的
“口语王”。

（本版摄影： 奚晓诗乐 冯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