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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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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老实说， 萌生采写李广江的念头，

是在
6

月
13

日下午。 这天晚上， 天津政
法系统举办“十大优秀法官” 评选晚会，

下午是最后的彩排， 记者应邀来到现场。

彩排的时候， 李广江各方面表现都挺好，

就是走台的时候胸不够挺， 编导指出来，

让他练。 接下来的
4

个多小时， 李广江
旁若无人地在那儿挺胸阔步， 十分认真。

记者和他熟， 上前和他开玩笑说： “别
那么玩命练了， 歇会儿吧！” 李广江说：

“不行， 我得练， 我是代表西青法院来参
选的， 我必须把这个荣誉扛回去！” 说
完， 眯眯一笑。

功夫不负有心人。 晚会现场， 李广
江第三个出场， 表现得非常完美， 获得
了天津政法系统“十大优秀法官” 称号。

这件小事， 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极深： 一
个如此注重细节的人， 一定能把事情做
好。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印证了记者

的判断： 无论是办案， 还是带队伍， 他
都是一个极注重细节和讲究方式方法的
人。 办案子， 他从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入手， 不管多难化解的矛盾， 他总能
找到解决的办法。 带队伍， 他能从别
人不注意的地方或被别人忽略的地方
做起。 比如， 同事加班， 孩子中午饭
没着落， 他给同事的孩子送去汉堡； 同
事过生日， 自己都记不住， 他却记在心
上……

记者： 到镇上当主管政法工作的
副书记，这是提拔，是好多人求之不得
的事，您为什么找院长表示不愿离开？

李广江： 我在法官这个岗位上干
了
26

年，可以说，我所有的情感和快乐
都凝结在这“三尺审判台”上。 我热爱
这个职业，这么多年来，每当化解一起
群众纠纷，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也因
此和辖区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所
以，突然间说要走，我真的无法割舍。

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绝对服从组织
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一定要继
续发挥自己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长处，

为大局稳定贡献自己微薄力量。

记者：作为一名派出法庭的庭长，

面对的当事人往往都是认识的， 都是
熟人。 案件进到法院， 肯定少不了有
“熟人”托情，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
办？

李广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作
为一名在农村工作的基层法官， 您说
的这种情况，坦率地讲，我避免不了，

也无法回避。但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我看来，熟人找你不一定就是坏事，

就看你怎么把握了。 只要我们守住公正
司法这一底线，这些“熟人”往往也是做
群众工作的一种资源。 因为一些难化解
的矛盾，通过他们做工作，往往会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记者：去年，杨柳青法庭受理案件数
达

1000

多件，而调撤率却高达
94%

。 “案
多人少”是基层法庭普遍存在的问题。您
是怎么带领干警破解这一难题的？ 诀窍
在哪里？

李广江：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

非要说诀窍无非是以身作则和起好引领
作用。 杨柳青法庭每年人均结案在

240

件以上， 正常情况下， 很难完成。 怎么
办？ 加班加点。 我对自己要求： 每天第
一个到单位， 最后一个离开单位。 以行
动感召干警， 和我一块干， 一块加班加
点。 同时， 在生活上想方设法关心干
警。 比如干警和临时聘用人员过生日，

作为庭长， 我必须记在心上， 脑子记不

住， 就记在纸上， 生日那天， 一定送一
份小礼物， 让食堂大师傅加两个菜。 还
有， 同事谁家有事， 特别是丧事， 我一
定到场， 帮着忙活。 从点滴中， 让他们
感受到在这个集体中是温暖的。 在这种
氛围下， 杨柳青法庭每一位干警的工作
热情得到了充分的调动，

2010

年我庭
审执结案件

807

件， 无一发回改判案
件， 调撤率达到了

94%

。

记者： 听说您爱人也是一名基层法

官，你们都挺忙的，怎么照顾家呢？

李广江： 我的原则很简单， 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争取多尽一份家庭
义务， 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 首先将工
作放在第一位。 说实在的， 这么多年，

亏欠家里的实在太多了， 孩子长这么
大， 我不记得给她过过几个生日。 好在
家人都非常理解我， 支持我的工作， 双
方的父母经常说你工作太忙了， 得空自
己休息一下吧， 我们自己照顾自己能
行。 尤其是我爱人， 她为我牺牲了很
多， 她工作也很忙， 但工作之余她用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父母和孩子，

让我能够安心的工作。

约好了上午接受采访，可是，当记者
赶到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杨柳青人民
法庭时，却没见到李广江。法官们大都开
庭去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只有助理
法官田宝坤在那儿阅卷。因为和记者熟，

知道是来找李广江的， 小田也没客套，

说：“李庭上院长那儿去了。”小田说这话
时，表情怪怪的，有点凝重。 记者心里不
免打鼓：发生什么事了？

“您不知道？ 李庭要调走，可他不想
走，正为这事找院长嘞。 ”小田看出记者
心思。 “调哪去了？ ”记者问。小田说：“具
体不清楚， 说是到一个镇上当主管政法
工作的书记。 ”记者诧异地说：“提拔，这
是好事吗，干吗不走？”这时，法官孙继清
夹着卷宗走进来。他说：“我理解他！他在
法官这个岗位干了

26

年， 有很深的感
情，只要往审判席上一坐，他就来神。 这
份情感他无法割舍……”

一千个难题，他有一千零
一个办法

2010

年
2

月
5

日，这一天，是农历
腊月二十，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年根，

天却出奇的冷起来。然而，杨柳青———这
个以“木版年画”闻名遐迩的千年古镇，

此时格外地热闹。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兴高采烈地置办着年货。一年忙到头，他
们要过一个吉庆有余的年。 镇政府机关
这时也基本上闲下来， 要紧的事都办完
了，不太要紧的事都习惯性地放到年后。

上班来，镇领导主要任务就是走访慰问，

所到之处，一派喜气洋洋。

就在人们忙碌准备迎接新年的时
候，一起意外的事故，彻底地打乱了这一
节奏。 驻镇某企业因为反应釜泄漏导致
爆燃，当场炸死三人，伤四人。“年根底下
发生伤亡，伤亡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来了
上百号人。 死者家属还在该公司门口摆
上了灵堂……”一年多以后，时任该镇主
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潘兴旺向记者讲述
这一情形时，神情依然凝重。为稳定伤亡
家属的情绪，做好他们的安抚工作，杨柳
青镇立即成立事故处理应急小组， 专门
处理善后事宜。

善后工作，除了做安抚工作外，主要
就是赔偿。这一块双方谈不拢，赔偿数额
相差太大， 相关部门怎么做工作也达不
成一致。眼看就要过年了，伤亡赔偿金迟
迟落实不到位，死者家属情绪异常激动。

此时稍有不慎， 极有可能酿成群体性事
件。为尽快化解矛盾，镇领导想到了李广
江。事故几天以后的晚上十点多钟，他们
打电话给李广江， 请他出面帮助调停此
事。 李广江二话不说，被窝还没焐热，立
即穿上衣服赶往事故处理现场。

“说实话，当时邀请李广江来，我们
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双方分歧太
大。可是李广江就是比别人有办法。 ”潘
兴旺说。赶往事故现场的李广江，没有像
其他人那样直面死者家属做工作。 听完
相关部门介绍基本情况后， 他要求相关
部门向他提供一份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
表。在这份社会关系表中，李广江很快找
到了化解这一矛盾的突破口。原来，一死
者的连襟是村支书， 而此人一直没有露
面。李广江立即与此人取得联系，要求其
参与矛盾化解工作。与在此人谋面之前，

李广江也是做足了功课， 诸如法律是如
何规定的、赔偿标准如何计算、国内相关
赔偿标准等。 经过和这位村支书一番辨
法析理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双方很
快就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

有一种力量叫信任
2011

年
7

月的一天，记者到西青法
院采访。在院长蔡志萍的办公室，聊到李
广江时，蔡志萍这样评价他：李广江特别
叫人信赖， 只要一接触， 就能产生信任

感。

2009

年
2

月，元宝岛一带拆迁。 这
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占地

800

多亩，涉及
拆迁群众

2900

多户。拆迁工作总体来说
进行得很顺利，但也有一、两个“钉子户”

被诉到法院。其中有一户姓陈，强制拆迁
那天， 陈某指着胸前对前来拆迁的工作
人员说：“谁敢动我的房子， 我就采用特
殊手段。 ”一看陈某胸前有一个块状物，

用黑色胶带缠着，手里还拿着遥控器，工
作人员怀疑是炸弹，遂报告领导，调来了
“

110

”和防暴队。可是，没有人敢靠前。这
样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而陈某
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

这时，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李广江跨过警戒线，朝陈某走去。在场所
有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爆了！”陈某
朝李广江吼道。

“你别着急，等我把话说完你再爆行
吗？ ”李广江笑眯眯地走过去。在离陈某
约两米远的残垣旁坐定。 也不知道李广
江和陈某说了些什么， 后来只见陈某扔
掉了手中的遥控器，脱下外衣，扯下黑胶
带，原来是一台照相机。

李广江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打动了
陈某？ 在西青采访时，记者见到了陈某，

就此事问他。 陈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具体说了什么我记不大清，当时就是觉
得他的话特别入心窝子。 自始至终我没
觉得坐在我面前的是位法官， 总觉得在
哪儿见过他，有一种亲切感。 ”

类似的话， 记者在西青法院杨柳青
法庭采访时， 他的同事———助理法官田
宝坤也说过。 小田说，同样的话，从他嘴
里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不一样，

他说出来的话，当事人就信。

小田对此非常服气。 今年
5

月的一
个周六。一件债务纠纷的案子，小田想以
调解方式结案。 可是，调了一个小时，没
调下来。 接近

12

点时，小田来到李广江
办公室汇报庭审情况。 当时记者因为采
访“假日法庭”，正好在李广江办公室采
访他，巧遇这一幕。小田说：“这个案子不
行我就下判了？”李广江说：“你让他们再
等一下，我跟他们说说，不行再判。 ”于
是，小田走了。几分钟后，李广江下去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李广江上来，看不出
调解成功的表情。 于是记者好奇的问：

“调成了吗？ ”李广江说：“成了。 ”很平静
的样子。

责任面前自己担当
无论是在西青法院采访， 还是到杨

柳青镇采访，说到李广江，人们说得最多
的一点就是他敢于担当。 或许记者是军
人出身，对这个词特别地敬畏。它让记者
想起了《亮剑》中的李云龙，很豪气！很爷
儿们！

说到李广江敢于担当， 杨柳青法庭
副庭长侯海英感慨颇多。她说，去年有一
个土地纠纷的案子，裁定驳回了起诉。按
规定，应该全部退还起诉费，可是法官疏
忽，在裁定书上写了减半收费。当事人上
诉时， 被二审法院发现并通知了西青法
院。西青法院是全国优秀法院，院领导要
求特别严，对这种低级错误，眼里不揉沙
子， 要追究。 李广江主动把这事担了下
来。 他对领导说，这事跟承办人没关系，

是他记错了，他接受组织处理。 为这事，

李广江写了好几份检讨， 还主动到当事
人家中登门道歉。

类似这样替他人担过，还有好几起。

在庭里，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工作干好
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问题，责任是我
的。不光对干警，就是临时工作人员他也
一样。有一次，看门的大爷因为不让带手
机进法庭的事，和一名律师发生了争吵。

当时，大爷的态度不好，话语不周，惹得
这名律师扬言到区人大、 到西青法院投

诉他。 李广江闻讯后，来到门卫室，主动
替大爷承担责任。他对这名律师说，这事
跟大爷没关系，是我让他这么干的，你要
投诉就投诉我吧。

李广江不光在责任面前敢于担当，

对在工作中有可能担责任的事， 他也是
积极靠前，决不推给他人。

2009

年
2

月，

元宝岛拆迁过程的一户姓李的当事人，

拒不履行生效裁决书，且态度蛮横，毫不
讲理。他仗着家里有一卧病在床的老人，

和工作人员玩起了“捉迷藏”。 对付这样
的人，李广江有的是办法，他带领干警昼
夜蹲守，终于在晚上

10

点多钟发现了被
执行人的行踪。 李广江果断采取强制措
施，将被执行人带至法庭。 通过做工作，

被执行人答应第二天搬迁。

然而，李某是在耍滑头，第二天搬迁
时，又没了行踪。 但有他的签字，搬迁继
续进行。 接下来的问题是那卧病在床的
老人。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
敢动，怕有好歹，担不起那个责任。这时，

李广江叫来了“

120

”，亲自和医护人员一
起，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出了搬迁房。

李广江的熟人“哲学”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 有一句俗语，

很能说明问题，叫“熟人好办事”。 这里的

“好办事”，多指不能办的事，因为有熟人，

往往能网开一面。 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法
官，害怕熟人找。 不办，得罪人；办了，又违
背原则，弄不好，还把自己折进去。

可是，李广江不回避熟人，也没办法
回避熟人。用他的话说，作为基层最普通
的一名法官， 我的工作和生活就这一亩
三分地，大伙低头不见抬头见，回避熟人
找，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是，李广
江有他的熟人“哲学”。他认为，做基层群
众工作，熟人找你，不一定就是坏事，只
要你守住“公正”这一底线，这些熟人，往
往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种难得的资源。 一
些难化解的矛盾， 通过他们做受托方的
思想工作，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杨柳青法庭采访时， 他的同事孙
继清给记者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这
事发生在

2010

年
3

月， 课间休息的时
候，几名同学嬉闹、相互追逐，一名姓林
的同学在奔跑的过程中不慎摔倒， 磕掉
门牙。因为都是未成年，林某的父母将几
名参与其追逐的同学和学校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 几名同学， 都说没有碰到林
某，是他自己摔倒的，与他们无关。 而校
方也不想担责，但毕竟知道自己有责，心
虚。于是委派一名与李广江熟的领导，找
到李广江说情。 李广江正愁这事不好解
决，有人找上门来，正是做调解工作的难

得机遇。 于是， 不待这名校领导说明来
意， 李广江就开诚布公地谈这件事的处
理办法和为什么这样处理。 因为和李广
江熟，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让他照顾，这
名校领导也开不了这口。 让这名校领导
没有想到的是，托情不成，反被李广江托
情做几名被告家长的工作。 在这名校领
导的积极参与下， 这起校园伤害案最终
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在他手下我变得能干了”

对待工作， 李广江对自己要求特别
苛刻，苛刻到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程度。院
长蔡志萍这样形容李广江：“倘若你们庭
案件的调撤率是

85%

， 他一准想办法要
超过你。 你的庭不是一项指标拿全院第
一吗？要不了半年，他准跑到你的前头。”

记者在杨柳青法庭采访时， 副庭长
侯海英讲了一件事， 很能说明李广江的
个性。侯海英说，去年院里规定各庭年终
未结案数不得超过

15

件。李广江开会和
大家讨论，庭里同志都知道他个性，没敢
说

14

件，（其实心里想着
14

件或者
13

件只要超额完成就可以了。 ）而是说
12

件，心想，这该差不多了吧。 可是李广江
说不行，再往前提点。 于是，大伙就一点
一点往前挪。大伙这样做，是想给自己留

点余地。 可李广江不，在他看来，工作上
若不高标准，就干不好工作。这样合计来
合计去，最后敲定在

8

件。 到年底，实际
上只剩下

6

件。

“他就是这样的人， 逼着自己往前
冲。 ”侯海英说。

在这样的人手下工作，辛苦、累自然
少不了，但不知不觉发现，自己怎么变得
这么能干？ 侯海英就是一个例子。

4

年
前， 她从外地某法院调过来， 用她的话
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性，不是特别要
求自己上进的那种人。 她对自己的要求
是，工作上只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

可是，在李广江手下她变得能干了，年终
总结时她吓了一跳，原来一年顶多审三、

四十件案件的她， 居然一年审了
200

多
件案子，女法官中她列全院第一。说这话
时， 这位经历过很多人生坎坷的女法官
眼睛有点湿润了。

侯海英说，其实他也没逼你这么干，

主要是不这么干，总觉得对不起他。他太
周到了，知道我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星
期六加班，孩子中午饭没人管，他悄悄买
好了汉堡叫人送过去。不光对我这样，庭
里谁家事，他都热心，帮着一块儿忙碌。

庭里所有人包括临时聘用人员的生日，

他都记在一张纸上。生日那天，你准会收
到一份礼物。不一定贵，但一定暖心。他
不但在生活上关心你， 在政治上更是时
刻想着你。只要你工作上有点成绩，他恨
不得拿着喇叭满世界广播你， 想方设法
让院领导知道。 你想， 跟在这样的人后
头，能不好好干吗？

被提拔，他在院长办公室
里流泪

那天， 李广江在蔡志萍的办公室磨
叽了一个多小时， 主要意思就是想让蔡
志萍跟区里说说，能不能派别的同志去，

他喜欢做法官这个工作。 李广江的行为
好多人不理解：镇里副书记，现职副处。

多好的事，好多人脑袋削尖了往里挤。可
他……

然而，李广江哪里知道，其实蔡志萍
心里也很纠结。 这样的得力干将，她哪舍
得放？ 但是，法院的“庙”就这么大，她必须
为干部的政治前程忍痛割爱。 再说，把善
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放到工作最需要的
地方也是顾全大局。 于是，她做起了李广
江的思想工作。 蔡志萍说，这是她当院长
以来，第一次做被提拔人的思想工作。 “他
是真的不想走，他对法院太有感情了，对他
们庭的同事太有感情了。 那天，当得知这
事区里已经定下，不可能更改时，他流泪
了。 尽管他不舍得走，但作为一名党员，最
后他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蔡志萍说。

既为李广江升职高兴， 又舍不得他
走的人又何止蔡志萍一人呢？ 杨柳青法
庭上上下下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很纠结。

他们打心眼里舍不得李广江离开。 用法
官孙继清的话说：“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
一位既好又投缘的领导不容易。”在他们
的心目中，李广江就是这样的领导。他们
在一起相处

4

年多，但这
4

年里，他们像
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特别温馨。虽说
经常加班加点，双休日常年只歇一天，工
作压力很大，但是他们心情好，舒畅，总
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唉，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调走
……”孙继清说这话时，在场的几个人眼
圈都有点湿润。

被提拔为镇党委副书记，他却流着眼泪向院长求情，他不想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