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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陶行知先生和晏阳初先
生并称教育界的“南陶北晏”。 他们甘心
扎根基层，扎根农村，革新国人心灵，创
造了平民教育的典范。 历史总是给人一
些或多或少的暗示， 让人意识到它的传
承和强大。

杨飞雪，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 曾任未成年人综
合审判庭（以下简称少年庭）庭长，现在
分管该庭， 毕业于重庆第一中学。 她和
“南陶北晏”两位先生，都颇有些渊源。

她进入法院的时候， 是一名高中毕
业生。凭着一股钻研劲，她取得了法律硕
士文凭。 她习惯生活在沙坪坝法院这个
圈子， 只因为觉得熟悉的平台更适合自
己做好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并乐此不疲
的把案例变成经验，变成做法，固定为程
序。

她不喜欢当老师，所以在第一次高
考后，放弃了去读师范的机会，因为觉得
父母年纪大了需要身边有人。 选择进入
法院，原因是法院和她家就隔一道墙。她
的母亲、丈夫都是教师，父亲是“世界平
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先生的门徒。她有意
无意地拒绝了家庭多次暗示或者刻意安
排， 却最终还是走在一条教育感化孩子
的路上。

这名法官“有点冰”

我们从来不缺少温情脉脉的少年审
判法官，她们对犯错的少年倾注心血，关
心每一位的生活和情绪，在媒体上，她们
被亲切地称作法官妈妈。

不过杨飞雪似乎不是这样的人。

她给人的感觉“有点冰”。 杨飞雪不
是那种一上来就能让人感觉到热情的女
人，她说话声音温和，甚至会让人觉得条
理过于清晰。

在被问到“你和曾经审判过的孩子
联系多吗？ ”她的回答是没有什么联系。

刚接触时， 她看起来不喜欢主动找
人说话，只是和人交谈时，她非常认真。

她其实很随和，热爱生活。喜欢古典
音乐和莎拉布莱曼，学习芭蕾、学习民族
舞蹈， 在她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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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跳芭蕾或民族舞
只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因为正好在
小区遇到了小时候教自己舞蹈的老师，

所以又重新捡起来。

因为她家里有两位教师的缘故，所
以和记者聊的话题自然和教育沾了点
边。不过略微让人诧异，杨飞雪对教师这
个职业，说不上直接的喜爱，甚至还有些
抗拒。

解放前， 著名的教育家晏阳初先生
创办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就在重庆北碚
区十多公里远的歇马场附近， 杨飞雪的
父亲当年就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就读，

对晏阳初先生的上山下乡、扎根基层、改
变民思的热诚和事迹，了然于心。

出于一种传统的想法， 父亲曾为杨
飞雪设计了当教师的人生路， 希望她能
够到高校当老师， 因为那种工作比较适
合女孩子。

1987

年高中毕业， 杨飞雪
的成绩可以上师范， 她母亲是重庆

71

中的老师， 教地理、 政治和历史， 却不
愿意她去就读， 因为觉得做教师很辛
苦。

1988

年复读再高考， 杨飞雪考上
了基建财务专业， 同时参加重庆沙坪坝
区法院的招考， 结果在大学录取通知书
和法院的录用面前， 她选择了法院。 至
于选择沙坪坝区法院的原因， 杨飞雪
说， 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觉得离家近， 她
可以走着上班。

她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街
道，现在的三峡广场附近，除了短期的旅
游和单位开会出差， 她出门超过一周时
间脑子里面竟都记得。平时没事，她更愿
意呆在重庆。

杨飞雪平时的活动范围， 很少离开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这个中心点，吃饭、逛

街、过日子都在这里，她显得不怎么喜欢
热闹的社交。上班路上，要是下点山城小
雨，她会乐意找一个公园穿过，打着伞听
着雨声绕道去单位。 她是那种上班下班
都准时的人，“我不喜欢在单位加班。 即
使有没写完的材料， 我也会尽量拿回家
写。 ”

她爱人也是一名教书先生， 在重庆
一所大学教环境工程。下班无事，杨飞雪
喜欢和爱人、孩子“宅”在家里，听最喜欢
的古典音乐。 这些音乐都纯净如天籁。

小部门里好琢磨
进入沙坪坝区法院后， 杨飞雪在刑

庭、立案庭、民庭辗转
14

年。

2002

年，杨飞雪进入少年庭，她似
乎一下子找到了空间。 “从现实的角度
看，少年庭不是一个法院的主流部门，它
注定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部门。”杨飞
雪说， 从数据上看， 这是不折不扣的事
实。少年庭在沙坪坝法院是一个“边缘部
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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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干警，少年庭只有
5

人，

加上分管的负责人杨飞雪也就
6

人。

2010

年沙坪坝区法院收审
14870

多件
案件中，少年庭只占了

300

多件。不过这
样的定位，却着实讨了杨飞雪的欢心，她
本不是爱热闹。

在整个法院都为案件指标而忙得团
团转时，少年庭往往被映衬得冷冷清清，

“正常人”的反应应是落寞的。 不过杨飞
雪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她一名同事的
话多少印证了这一种心境。 当时杨飞雪
兴致勃勃地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
做延伸观护， 但延伸观护需要一些其他
系统职能部门配合， 这位同事跑到一家
机构寻求支持，结果人家回应得很干脆：

“啥子叫延伸观护？懂不起。”硬生生地给
顶了回来。

杨飞雪说， 和单位其他部门的同事
也很难在一起探讨， 因为大家关心的不
是一个话题。 倒是和外地几位做未成年
审判的法官很聊得来， 几个人成了未成
年人审判的道友。

少年审判经验丰富的上海、福建、山
东、北京、云南、广东、成都这些个地区的
少年法官，都有杨飞雪的同道朋友。杨飞
雪喜欢将自己的新鲜想法， 用邮件、传
真、电话和这些法官朋友沟通。后来为了
方便，她还申请了一个

QQ

号，准备建
一个少年法官

QQ

群，最后有
4

个人加
进去，成为

QQ

好友。 “我觉得有时候一
个人思考把握不大，大家一起探讨，会有
更多火花。 ”

少年庭的案件相对不多， 杨飞雪倒
是乐享这份“清闲”，把重点集中在调查
研究上面，几乎经手的每一个典型案例，

她都希望把典型案例的创新做法提炼总
结， 通过调研最终形成普适性的规范意
见，然后进行推广。

少年宜教不宜罚
在杨飞雪看来， 犯罪未成年人宜教

不宜罚。 她为此想出很多创新的刑罚替
代和矫治方式。

记者找到一份
2005

年沙坪坝区法
院的简报，题目叫《暂缓判决简报》，内容
是

2004

年
12

月
16

日，沙坪坝区法院少
年庭对胡某等

4

名抢劫犯罪的被告人宣
告实施暂缓判决， 这是重庆市首例决定
暂缓判决的案件。

这是杨飞雪一次得意手笔， 暂缓判
决是她在全市率先试点的， 力图拓展一
种新的挽救未成年人的司法处置方式。

暂缓判决是指对犯罪情节较轻、 主观恶
性不大、 偶尔失足等情况的未成年被告
人，由法院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他们回
到原来的地方继续学习、工作，在此期间
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再根
据原犯罪事实和情节， 结合被告人在考

察期内的表现予以判决。

这是自讨苦吃。为了实施暂缓判决，

杨飞雪他们必须付出三倍的庭外努力。

暂缓判决需要三级考察。 即在被告人所
在的学校或社区每周一次考察； 参加案
件审理的特邀陪审员每两周一次的家访
考察；法官每月一次回访考察。三级考察
都得由法官负责协调和参与。 但最后这
4

名学生被告人均通过了
3

个月考察，

成绩明显上升， 并且有了一定约束自己
行为的能力。 杨飞雪他们在评议考察期
报告之后， 判决对

4

名被告人免予刑事
处罚。

工夫没白费。这一年，杨飞雪带领少
年刑事审判庭收获了最高人民法院“全
国少年法庭先进集体”称号。

2007

年
4

月
6

日，又是一个杨飞雪
“小得意”的日子。 沙坪坝区法院审判庭
内，进行了重庆市首次刑事和解，

3

位未
成年人对受害人当庭道歉。杨飞雪说，以
往的刑事审判中， 法院一般不会通知受
害人参加到诉讼中来， 受害人也就没有
机会将自己遭受侵犯的感受和体会作倾
诉，意见也没有机会表达。而且有时被告
人适用缓刑， 受害人不清楚还以为对方

没被判刑，受到“二次伤害”，这是未成年
人刑事审判中的一大缺陷。杨飞雪说，通
过刑事和解程序， 使加害人能够深刻体
会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 从而真诚地认
错。 和解后，法院在量刑上将给予考虑。

2007

年
3

月
12

日， 沙坪坝法院对
一起有未成年人参与的抢劫案一审宣
判。 未成年人杨某被判处缓刑。 杨某刚
满

16

岁， 还是一名在校学生， 根据犯
罪情节， 他应被判处罚金

2000

元。 但
沙坪坝少年庭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到， 杨
某全家靠父亲的低保金维持生活， 因此
决定以一定量的无偿社会劳动替代部分
罚金。 宣判后， 杨飞雪将社会服务令及
考察手册交到杨某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
手中。在接下来的

6

个月内，杨某在社区
的安排下完成了不少于

30

日的义务劳
动。

“喜欢创新，喜欢研究，静得下心，钻
得进去。 ”综合起来，这些就是和杨飞雪
共事过的人对她的评价。在她的主持下，

沙坪坝区法院建立了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制度， 建立了重庆市首个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庭，在全市率先试点“社会服务
令”、“监管令”等举措。

对于杨飞雪而言， 这只是一种她喜
欢的生活方式： 安静地做好手里的一件
件事情。

与辉煌有关的几次远行
聊少年庭审判， 杨飞雪的话比平时

多，用她同事的话说是“连语调都会换一
个”。

2002

年至
2009

年， 她主持少年庭
期间，该庭审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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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涉及未成年人
的刑事、民事案件。未成年人刑罚处罚方
式和矫治方式的单一， 让她甚为痛心。

“未成年人刑事立法滞后，未成年人司法
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
显，没有单独的处罚制度，往往让法官难
以作出恰当的处罚。 缓刑考察期中也没
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性设置专门具体的
矫治方法。 ”

杨飞雪骨子里认可一种理论， 对未
成年人犯罪的裁判， 肩负着保护失足青
少年的教育、感化、挽救职责，应该具备
裁判权、教育权、保护权三项基本权能。

教育权能是未成年人司法权的重要特征
和重要组成部分，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处罚的过程中， 不能仅仅消极地裁判案
件， 还同时贯穿着教育未成年犯的重要
责任，即“少年宜教不宜罚”。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现在确实是一
个浮躁的时代。 而杨飞雪具备一些古典
的品质，比如，她似乎可以心无旁骛，无
视喧嚣，专心研究。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从
2002

年开始，她建立了《回访考察制
度》和《专职考察员制度》；主持制定全国
第一部《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规程（暂
行规定）》；还撰写了《论法律援助与未成
年人权利保护》、《量刑答辩在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的几点思考》、《民
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
策》、《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研究》等大量论
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工作之余， 她拿了一个法律硕士文
凭。 有两笔不得不书：

2008

年
12

月北京
大学法学院举办“全国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及刑事司法改革”专题学术会，杨飞雪
应邀主持模拟庭审并作专题发言。

2009

年
4

月， 晏阳初先生的母校耶鲁大学邀
请杨飞雪到美国进行“刑事量刑程序考
察”， 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进行讲座，这
让一度曾希望她当教师的父亲很是高
兴。

2001

年
10

月， 杨飞雪借调到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半年借调的经历，她说
自己学会了站在全市法院的角度思考问
题。

2009

年
11

月，她被借调到重庆市一
中院刑事二庭任庭长助理， 了解了重庆
市中级法院在未成年人审判方面的现
状。

2010

年
10

月中旬，重庆高院再次借
调过去， 为全市法院推动未成年人审判
助一臂之力。现在，她继续打理着沙坪坝
区法院少审庭。 杨飞雪说：“沙坪坝法院
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开展的条件非常好，

机构健全，氛围很好，领导支持。 ”

优秀法制“副校长”

虽然当年拒绝了父母期待的师范专
业， 但现在杨飞雪却担当着一位教育者
的义务。

从
2004

年开始，杨飞雪先后被聘请
作为重庆市一中、凤鸣山中学、重庆立本
职业中学等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在沙坪
坝区十余所中小学、街道、社区，结合自
己经手的真实案例， 讲了二十余次法制
课， 由于工作出色， 还被评为

2004

至
2006

年沙坪坝区优秀法制副校长。

在一次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上， 谈到
对少年犯的教育问题， 有人向她介绍了
重庆行知高级技工学校， 并介绍了校长
吴安鸣与她认识。 吴安鸣曾在中国著名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中学
当老师， 深受陶行知教育理念的影响。

1998

年，她在重庆沙坪坝区井口的一所
废弃工厂里，创办了这所学校。重庆行知
高级技工学校最大的特点， 莫过于里面
的学生，

80%

都是别人眼里的“问题少
年”，但是通过学生自治等手段，这里的
学生任何时候考试， 都可以做到无人监
考；学生都自称行知人，如果犯了错误，

无须查问，会自觉承认、诚恳自惭、自觉
改正。

杨飞雪的兴趣又来了， 她带着业务
庭的人去参观考察调研， 目前正在与行
知学校进行合作试点， 希望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 法院方面可以借鉴行知学校
的教育经验， 共同探索一种刑罚多样化
的处罚方式和矫治方法。

部门小 作用大

努力采撷法学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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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这确实是一个浮躁的时代。

没有唐诗宋词元曲， 却流行各种饱
含隐喻、反讽甚至带点情色的段子。

杨飞雪基本听不懂任何段子， 看着
周围的人笑， 她会很真诚地问：“为啥要
笑呢？ ”谈到少年审判工作时，她可以条
分缕析地谈上几个小时。 她朋友曾分析
说， 杨飞雪听不懂段子， 是因为思维方
式。段子一般是批判现实的，但并没有多
少建设性； 她喜欢从建设性的角度思考
问题，一般不会停留在问题本身，而是更

多地考虑怎样去解决问题。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杨飞
雪面对的“弟子”，都是犯了错的少年，她
除了教育，还要挽救，还要感化。

张瑞雪是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
副处长，也是杨飞雪当年在沙坪坝法院的同
事。 他说，自己曾经给沙坪坝法院未成年人
审判工作写过很多稿子，也反反复复收集过
很多材料，但是随写随丢，成稿也没有保存。

需要材料的时候， 总能在杨飞雪那儿找到，

以致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她细致，任何材

料都整理得干净全面。 ”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二会长、华
东政法大学教授徐建说：“少年司法制度是
法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国际社会往往以
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发展水平、

完善程度、科学性的标志之一。 ”

8

月
9

日，

在杨飞雪主持下，重庆出台了《重庆市办理
未成年人案件配套工作暂行办法》和《重庆
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暂行办法》。

她望着少审这颗明珠，一步一步往前，不管
最后走多远，背影已让我赞叹。

教与罚之间的恬淡穿行

———记重庆沙坪坝区法院少审法官杨飞雪

本报记者陈小康谢晓曦本报通讯员张瑞雪

记者：为什么两次到重庆高院？

杨：第一次是去锻炼，与未成年人
审判工作无关；第二次去高院，是我希
望在更大一点的平台推动未成年人审
判的工作。 中院和高院的领导都希望
能够在未成年人审判领域有所作为，

尤其对全市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障方
面的顶层设计进行规划。 与基层法院
相比，这个力度还是不一样的。不过同
时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 未成年人审
判，理念与机制非常重要。

记者： 你所在的未成年人审判庭
算是一个小部门吗？

杨：它本就是一个小部门，但是其
地位和作用在逐步提高，

2007

年
8

月
以前只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现在

已经成为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
政三审合一的综合审判庭。 其实从长
远考虑， 上海高院已经进行了少年法
院的可行性论证， 这应该是一种发展
趋势。

记者：你们庭留得住人吗？

杨： 很多刚进来的新人确实是没
得选择。因为在刑庭、民庭这样的大部
门里面，自己会更有竞争力。但我们庭
的人很团结。 我们做任何改革、创新、

调研工作都是以团队的名义去做，刚

从大学毕业来的新人也会有份儿， 能得
到锻炼。 庭里的人有从法官升到副庭长
的，法官助理也成为法官了。 总体来说，

单位也都是逐步向我们倾斜。

记者：倾斜？

杨： 我会利用各种机会向领导讲少
年审判的地位，争取一些支持条件。虽然
现在这项工作无单独的考核指标， 但院
领导也大力支持， 干部配备上有了副庭
长，人员有所增加。 还有我们的调研、创
新、宣传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因此大

家在工作中能找到慰藉， 特别是得到社
会的认可，会很有成就感。我们得到很多
荣誉，有种墙内开花墙内外都香的感觉。

记者：现在地位怎么样？

杨：还不错啊。以前未成年人审判很
多人认为不重视。 但是现在沙坪坝区法
院的未成年人审判庭已经有独立建制，

有自己的团队， 这在重庆都算是最好的
待遇了。

记者：做这么多年未成年人审判，还
有做下去的动力吗？

杨： 做下去的动力就是未成年人审
判尚需完善的空间很大， 从一个层面上
讲，机构的设置、专业人员的配备、完备
的法律都还并不具备， 所以需要进一步
推动。 多鼓励、多表扬我们吧。

记者：你做这么多创新，有引起过争
议吗？

杨：总体来说还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 在涉及未成年人的
案件中，司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坚持
严格的依法办事， 或是倾向灵活的利益

保护？ 我们那么多突破法律规定的“创
新”，是对法律的戕害，或是对法律的贡
献？ 作为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恰当的？ 它又能够起
到多大的作用， 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
法制度能有多少实质意义的帮助？ 不管
怎样，我想我还是会一直做下去，至少，

我还是能够用我的双手擦亮一双双稚嫩
的不再蒙尘的眼睛。

记者：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杨： 希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能越来
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独立的建制，甚
至是独立的未成年人审判法院。 如果真
有一天， 我们国家成立了独立未成年人
审判法院， 这将是我们国家司法的一个
标志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