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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是一种态度

【手记】

一个完美主义者的离去

———法官阿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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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鑫海妻子黄红梅———

阿海，我和女儿为你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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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鑫海的事迹实在太过平凡。

初看他的事迹材料， 觉得这不过是
一个普普通通法官的普普通通的事情，

并无多少特别之处。 可是， 当把材料放
下， 心中却不自觉地有种感动———这是
一个好人， 一个倒在自己全身心热爱的
工作岗位上的好人。 平淡，但真实，并且
让人心生感触。

当记者走进余姚法院， 他的生前同
事们一个个红着眼圈介绍事迹， 虽然仍

是一些琐碎、 平淡的日常小事， 但这些
“琐碎”汇聚在一起，却勾勒出了一个普
通人的不平凡。 这种不平凡不在于办了
多少案件，不在于

14

年里
17

次获嘉奖、

评先进， 而在于一个法官在工作上对自
己近乎苛刻的要求、心无旁骛的投入。

不平凡的，可能只是这样一种态度。

但正是这种态度， 已足以让人们超越对
他实际工作成果的关注， 虽然他的工作
成果同样让人敬重。

冯鑫海在工作上追求完美， 但不用
说，他并不完美。 至少对于家庭的关照，

他可能就算不上合格。 人的精力总是有
限的，他对工作那样几乎全身心的投入，

也就意味着他在妻子、 女儿面前的不可
避免的“不称职”。可世上本没有完美，我
们无法再对他要求更多。并且，当他的妻
子说：“阿海，我和女儿都为你自豪！ ”这
句话，或许是对冯鑫海“称职”与否的更
深诠释。

2010

年
12

月
29

日，是我和我女
儿这一生中最难过的一个日子， 也是
我们母女俩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天上
午，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丈夫冯鑫海倒
在他的单位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
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天，离元旦还有三天，离我们
一家三口团圆的日子也只有

20

天。快
要放寒假了，女儿就要回来了，阿海早
就在念叨着在上海读书的女儿了，盼
望着跟宝贝女儿会面的那一天。然而，

阿海却再也见不到他的宝贝女儿了。

那天早上，阿海同平时一样，七点
钟就出门了。 临走时他对我说：“我上
班去了。 ”我只是习惯性地“嗯”了一
声， 哪能想到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
句话。

8

点刚过，我在上班时接到法院
领导的电话，说阿海在医院，当我火速
赶到人民医院时， 看到躺在病床上紧
闭着双眼没了气息的阿海， 霎时感到
眼前一片漆黑，仿佛天塌了下来！阿海
走了……就这样走了……

我和阿海是
1990

年结婚的，当时
他在武警部队服役。婚后没几天，他就
接到了部队打来的电报， 要他马上返
回。 他二话没说，婚假还没休完，就离
开了我，回到舟山边防支队。他所在的
东极边防派出所， 位于浙江省最边远
的东极岛上， 那个小岛， 地理位置偏
僻，交通不便，生活枯燥。 但他从没有
对家里人流露出丝毫的怨言， 回家时
总是乐呵呵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
组织上的决定从来都是坚决服从，哪
里需要他，他就到哪里。

1997

年，阿海从部队转业，到了
余姚市人民法院工作。 从军人到法院
干警，环境变了，工作变了，一切都需
要他重新适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法

院工作专业性强，大量的法律法规、专业
知识需要他去学习掌握， 这对于一个转
业军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但他却
没有退缩，几年来，他总是抓紧一切时间
学习，有时一觉醒来还见他在读书，在一
个不是学习的黄金年龄，为了搞好工作，

仍孜孜不倦地学习。

阿海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 记得有
一天晚上，我烧好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正要吃饭时，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搁
下电话，他说是案件当事人打来的，需要
立即过去。我说：“吃完饭再去吧，用不了
几分钟。 ”但他根本不听，放下碗筷就出
去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工作是他心上
第一位的事，几乎比他自己的事、比家人
的事还要重要。从他的脸上，完全可以看

出工作的进展。每当他回家，带着笑意有
说有笑时， 我就能猜到一定是案子处理
得顺利；而回家时绷着脸，连睡觉也不安
稳，我就知道一定是碰到了麻烦的案子。

说起来恐怕有人不信， 我和他结婚
21

年，他没有陪我和女儿逛过街，更没
有和我们一起旅游过。 法院工作量大人
手又少，阿海的业余时间包括休息日，大
都用在了工作中。 为了让他集中精力办
案子，我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事，连换
煤气瓶、买米这些本应由男人干的事，我
也包揽了。有时心里难免有些委屈，但想
到他工作这么辛苦，案子这么多又难办，

我也就理解了， 阿海虽然在家里是不称
职的，但单位里却多次被评为先进，是个
称职的法院干警，我为他自豪，为他一心

为群众的精神所感染，我多做点家务，为
阿海全身心投入工作做好后勤， 是值得
的，也是应该的。

女儿今年已经
20

岁了，在她的印象
中，爸爸是个早出晚归的大忙人，没有陪
她去过学校。 去年上半年， 女儿要高考
了，做父亲的自然十分关心，总是叮嘱孩
子认真备考，但也仅此而已。 后来，女儿
考得比较理想，被上海的一所大学录取，

9

月
15

日是她报到的日子。阿海本来说
好要送女儿去上海的， 不料那天他又因
工作上的事走不开， 仍然是我陪着女儿
去的。本来打算在女儿放寒假时去接的，

但是， 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阿海就走了
……他，女儿出生时没在，连女儿读书的
大学都没有去过， 送女儿到大学的机会

永远没有了……

有时候，阿海也觉得对不起女儿，对
不起家庭，他对我俩的付出太少太少了。

令女儿非常痛心的是， 她也没有在父亲
临终前见上一面。 再也没有机会告诉爸
爸， 她在大学已经是一位中级党校的学
员。阿海离去后，女儿这样说：“以前我抱
怨爸爸对我关心不够，但我现在理解他，

他是因为工作忽视了家人， 是为了大家
而舍弃了小家，爸爸是我的骄傲，是我人
生道路上永远的榜样。 ”

阿海做事是认真的， 做人也非常实
在。工作中他真正做到了清正廉洁，不收
当事人的礼， 为了不让当事人来家送礼
或者说情， 他从不告诉当事人家里的电
话和地址。 有时候， 我对他如此廉洁自
律、一尘不染有过微词，认为现在社会上
吃一顿饭、收几包烟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而他总是说“生活还是朴素点好，这样心
里踏实。”是啊，他加班加点工作，换回了
一张张荣誉证书和奖状， 就是对他司法
为民、廉洁奉公最好的褒奖。

46

岁的冯鑫海在单位里称呼不一，

有人喊他“海哥”，有人喊他“海哥哥”。大
部分人，包括领导，叫他“阿海”。 他的大
名反倒很少有人叫了。

阿海是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执行
局的一名执行员。

1997

年，他从边防武
警部队转业进入余姚市法院， 成为一名
书记员。转业前，他在祖国东端的居人海
岛东极岛上服役， 是东极边防派出所的
副所长。 所以， 也有熟悉的人一直喊他
“冯所”。

2010

年
12

月
29

日早上
7

点半，他
像往常一样，比别人提前来到单位。

8

点
钟，他匆匆走上三楼开水间打水，在楼梯
口遇见执行局局长周建铭。

周建铭叫住他：“阿海， 上班时间还
早嘞，走这么快干嘛？ ”

冯鑫海笑着停下来， 和他一起上了
楼。周建铭笑话他，是不是因为穿着运动
鞋所以走这么快？ ———冯鑫海有个习
惯，一年四季穿运动鞋，他说这样一旦执
行任务，行动起来更方便。

周建铭进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听
到外面乱哄哄的，有人告诉他：阿海倒下
了！

刚才， 执行局教导员谢桂荣走进开
水房，发现冯鑫海趴在地上昏迷不醒。大
伙赶紧进行抢救，把他送往医院……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当过边防武警的冯鑫海， 平日身体

强健。一个多月前的政法干警体检，也没
查出什么问题。 他怎么会突然倒下？

大家都觉得周建铭说得有道理：阿
海工作中心理压力太大！

和冯鑫海同在一个执行组的陈军
说，海哥脑子里似乎只有案子，有时夜里
都会打电话给他， 商量第二天工作怎么
做。

冯鑫海的妻子黄红梅也说：“有时晚
上在家看他心事重重的， 就知道他还想
着工作上的事。他晚上总睡不好，实在睡
不着还会半夜起来去单位。 ”

“烦！ 烦死了，这案子要执行不下来
没法交代。 ” 陈军没少听到冯鑫海这样
“唠叨”。

陈军清楚，冯鑫海不是在烦办案，而
是在担心自己办不好。 他是一个完美主
义者。

但在别人看来， 冯鑫海压根儿不应
该有这样的压力。

从
1997

年进入余姚法院起，

13

年
里冯鑫海

17

次受嘉奖、评先进。 除了被
评为余姚市人民满意政法干警、 院十佳
形象干警等，还有很多先进“五花八门”：

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财务工作先进个人……在大家眼里，阿
海干什么都是先进。每次庭室人员变动，

他都是各个部门争抢的香饽饽。

甚至他带出的书记员都受青睐。“他
带出的书记员，工作作风、责任心，绝对
不一样。”余姚法院民三庭庭长金玉萍很
是佩服。

“案子到他手里， 他都想尽办法办
好，办不好，他心理压力会很大。”余姚法
院执行局的徐渭江已近退休之年， 他是
看着冯鑫海进法院的。为给他减轻压力，

徐渭江没少进行过疏导。

总想把一切干得完美， 这让冯鑫海
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

每天中午的手机铃声
每天上班，他比别人早到。中午

1

点
钟，他的手机闹铃准时响起，提醒他开始
干活。

“中午，他基本上都是在整理案卷。”

曾和冯鑫海同在丈亭法庭工作过的周建
铭红着眼圈回忆。

2003

年，丈亭法庭争创省级模范五
好法庭，大量台账资料需要整理，冯鑫海
一人承担下来，他利用工作外的时间，一
页页、一本本、一摞摞，

3

个月时间汇编
出

30

多本
5000

多页资料，客观、详细地
反映了法庭工作。 丈亭法庭顺利获评省
级模范五好法庭。

2007

年， 冯鑫海开始从事执行工
作。在执行组组长吴卫东的印象中，交给
冯鑫海办的事， 他就从来没说过半个
“不”字，甚至他还主动揽活干。

执行局经常要搞突击执行， 冯鑫海
总要提前一天去踩点，摸清情况，为大家
第二天的行动画好线路图。

中午，只要有当事人还在办公室，冯
鑫海一定要等接待完他们再去食堂吃
饭，很多次只能就着剩菜扒几口饭。同事
们说：“阿海，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
的。”冯鑫海的回答是他的一贯风格———

“事情办不好心里总不踏实。 ”

后来， 只要中午下班时看见冯鑫海
办公室有当事人， 同事们就会打一份饭
菜给他留着。久而久之，这成了执行局的
一个习惯。

有一次，冯鑫海摔伤了腿，一瘸一拐
地出现在法院，大家说：“你这是何苦？在
家休息几天天塌不下来！ ”

冯鑫海的回答让同事们无语：“腿受
伤了，手没受伤，还能帮大家理理案卷。”

“老黄牛”———这个并不新意的比
喻，同事们一致认为，是对他最恰当的评
价。

“老黄牛”没再站起来
但这一次倒下，“老黄牛” 再没能站

起来。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8

时
20

分， 昏迷的冯鑫海被送往余姚市第一人
民医院。

9

时
30

分， 冯鑫海经抢救无效死
亡。 医院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这让所有人惊呆了。

在冯鑫海被送往医院时， 同事们还
以为问题不会太严重， 但他们怎么也没
想到， 平日和大家有说有笑的阿海再也
没能回来。当一个月后，记者来到余姚法
院， 冯鑫海的办公桌上还放着他常用的
东西，仿佛主人从未离去。冯鑫海的同事
们一直不忍心动它们，他们说，看到办公
桌，就好像阿海还在身边。

冯鑫海去世后， 法院领导向余姚市
政法委书记韩永丰进行汇报。 韩永丰一
听冯鑫海的名字，立刻说：“我知道他，前
几天一个上访人还一再提起他。 ”

2010

年
12

月
16

日，韩永丰在接访
时接待了上访人史某。 史某在余姚市玉
意五金厂工作， 几年前的一起案件判决
一直没有兑现，为此到政法委上访。不过
她向韩永丰说明：“案子没能执行， 不关
法院的事。执行法官冯鑫海尽心尽力，是
个好法官。 ”

接访过程中，史某一再说“执行法官
好”。 这让韩永丰记住了冯鑫海的名字。

他没想到，几天之后，他再次听到了
这个名字。

余姚法院的驾驶员杨小军和冯鑫海
一起执行过一次史某的案子。

“那是
2009

年冬的一个下雪天，特
别冷。”杨小军回忆：“那天一早海哥接到
举报电话， 说是有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
索，他立刻喊我一起冒雪赶往现场。 ”

“从早上
7

点多一直忙到中午
12

点
多，在几家单位之间来回跑了四五趟。 ”

杨小军记得，尽管案子没能执结，但看到
执行法官这么尽责，史某很受感动，提出
中午一起吃饭。冯鑫海谢绝了，坚持等办
完事，回到法院食堂吃了些凉掉的饭菜。

干执行工作， 像这样折腾一番却没
达到效果的事经常遇到。 姚东法律服务
所的管钱锋说，曾经为执行一个案子，冯
鑫海跑丈亭镇跑了不下

30

次，而且还经
常用的是个人休息时间， 案子最后终于
执结。

只要接手了案子，再难办，也要磨到
底，这是冯鑫海的办案诀窍。 从

2007

年

开始，干执行工作
3

年，冯鑫海办理执行
案件

620

余件，执行到位标的额近
4000

万元。 也就是说，每一周，冯鑫海几乎要
办

4

起案件，执结到位
25

万元。

冯鑫海还干过很多分外事。

冯鑫海在丈亭法庭工作过几年时
间。 丈亭镇离余姚市区近

20

公里，以前
由于法庭不能直接受理立案， 当事人要
跑到市里才能办上立案手续， 为此常有
怨言。于是冯鑫海就作了“义务代办员”，

他接下当事人的起诉材料， 自己去法院
替当事人办理立案手续，后来，在冯鑫海
的建议下，派出法庭也有了立案职能，辖
区的当事人可以就近在法庭办理立案手
续。

当冯鑫海从丈亭法庭调回法院的时
候，当地很多人舍不得。银河印染公司的
唐林女因为公司的诉讼事务经常和冯鑫
海打交道。她对冯鑫海的评价是四个字：

“视民如己。 ”

归在卷宗中的月饼券
听到冯鑫海去世的消息， 慈溪市的

陈丽萍老太赶到余姚法院， 要捐
600

块
钱给冯鑫海家属。

陈丽萍等四个老太曾借给别人
70

万元，后来债务人四处躲债。

2009

年，案
子进入执行程序，冯鑫海多方查找线索，

历经辛苦把钱全部追了回来。 陈丽萍请
冯鑫海吃饭，冯鑫海不去。陈丽萍便悄悄
把一张

300

元购物券放在冯鑫海的办公
室抽屉里。

第二天， 陈丽萍收到法院的特快专
递。 她吓一跳，以为案子又有什么事了，

打开一看，是那张购物券。

陈丽萍不甘心，

2010

年中秋节，她
寄来两张月饼券。几天后，月饼券又被退
回。

一直想表达谢意，但未能如愿，陈丽
萍听说冯鑫海去世了，很是难过，便赶来
法院要捐钱给冯鑫海家属。

冯鑫海也曾“收”下过一张月饼券。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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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贴的是一张淡紫色的崭新月饼
券，券上注明，须在

2009

年中秋节前提
货。

冯鑫海的书记员张叶挺回忆， 这是

2009

年中秋节前一个当事人送来的，退
不掉又联系不上当事人，冯鑫海叹口气：

“唉，反正这东西我也不要，就把它放在
证物袋里归档吧。 ”

别看冯鑫海这不要，那不收，其实他
的家庭生活很拮据。冯鑫海的父亲早逝，

母亲身体有病， 他的弟弟、 妹妹很早下
岗， 为此他每月要从不多的工资中拿出
一千多块接济他们。 而冯鑫海的妻子是
临时工，女儿正在上大学，自己的日子过
得也很紧。他家里装修非常简单，一年四
季，同事们也难得见他穿新衣服，平日他
总是一身已经磨得发亮的法官服。

偶尔穿上件新衣， 冯鑫海高兴地和
同事说：这是“温暖牌”，老婆买的。

去世前几天，冯鑫海答应妻子，在女
儿大学考完试放假后， 两人一起去上海
接女儿，顺便玩一下。

“虽然我们生活清苦，却很温馨。”冯
鑫海的女儿冯莹颖说。

这种温馨因为冯鑫海的离去被猝然
击碎。

“这下他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

冯鑫海的妻子黄红梅哽咽地说。

2010

年
12

月
29

日白天，冯鑫海的
家人一直没敢把消息告诉他母亲。晚上，

冯鑫海的弟弟等老太太吃完饭， 梳洗收
拾完毕，在她面前跪下来……

人走了，手机却再次响起
冯鑫海去世后， 同事们得知他家的

经济状况，一致决定要进行捐款。冯鑫海
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收这钱，不符
合我儿的性格，他在地下要是知道，是不
会同意的。 ”

余姚市法院院长邹立群上任才一年
多，听了干警们对他点点滴滴的描述，不
禁感叹：“这些事看上去都很平凡， 很普
通，但这些事汇聚在一起，就让人感觉到
很不平凡。 ”

“好人，一路走好！”“好法官，沉痛哀
悼！ ”得知冯鑫海去世的消息，网上的余
姚论坛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余姚市近两年连续被评为中国最具
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冯鑫海一心想在工
作中追求完美，让当事人们满意，但他的
离去， 给这个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平添了
一些伤感。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余姚法院
为冯鑫海举行追悼会， 不少群众自发来
送他。 一位律师事务所主任说：“什么样
的人是好法官，我们心里有数。 ”

当天中午，同事们办完事一起吃饭。

执行局教导员谢桂荣兜里的手机突然响
了，这是冯鑫海的手机。那天送冯鑫海去
医院后，谢桂荣一直替他保管着。

此时正是中午
1

点， 冯鑫海的手机
闹铃准时响起。

“这是阿海在叫我们呢。 ”有人说了
一句。

大家停下来，再也吃不下去，哭了。

他追求完美，总想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生怕有一点不满意，让案子“无法交代”；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中午
1

点，他的手机闹
铃会准时响起，提醒他开始干活，晚上在家他还经常想着工作的事，睡不着会半夜去单位。阿海，一个普普通通的执行法官，为工作心力
交瘁，最后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