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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的烛光实现对光明的追求
追记
系
百
姓
的
好
法
官
桂
兰
“心
” 金
本报记者吕爱哲段春山本报通讯员郑建华

——
—

国模范法官” 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 时， 在牡丹江市殡仪馆为金桂兰举行的追悼 去， 永远留在东京城， 永远别走。” 这是2004 选择了金桂兰， 金桂兰也选择了当地百姓。 这
“全
法院副院长金桂兰在与病魔进行了多年抗争 会上， 金桂兰生前的法官同事们来了。 他们 年， 金桂兰获得“心系百姓的好法官” 称号受 种血浓于水的特殊情结， 让她与群众心心相
之后， 于2012 年5 月8 日7 时20 分， 永远 椎心泣血， 无语哽咽。
到表彰后， 张秀清当时所担忧的。
连。 也为了这个情结， 金桂兰把一生都献给了
地离我们而去， 永远地告别了她最钟爱的审 许多干部职工、农民群众来了，他们目含 “金桂兰是一名好法官， 先后做过7 次大 生她养她的边陲小镇， 献给了一方水土的父老
判事业。
悲泪，痛彻心脾：“金法官，俺们来送您了！ ” 手术， 患上癌症后， 仍然长期坚守在基层法 乡亲。
最高人民法院发来了唁电： “ 金桂兰 一个普通法官， 为何牵动着千千万万百 院， 带病工作， 巡回办案。 组织上把她调回市 一个读者读了金桂兰的事迹后， 感慨地
同志为人民司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姓的心？
里， 可她却说‘这块土地养育了我， 我就应该 说： “一个基层的党员干部， 在生命的河流遇
和宝贵生命， 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时代先 糖房村农妇张秀清记得， 当时她在接受 为这方百姓多做点事情’， 硬是又留了下来。” 到冰冻甚至面临断流的时候， 她的选择是义无
锋’ 和人民法官的杰出楷模。”
媒体采访时说： “你们别是采访完了， 再把 宁安法院副院长关继伟动情地说。
反顾， 她的追求是工作不止， 她的价值是用生
白纱垂首， 丹江呜咽。 5 月10 日上午8 金桂兰往上调吧？ 金桂兰她最好哪儿也别 在对金桂兰的追思中， 记者感悟了： 百姓 命的烛光实现对光明的追求。”
兰。 每次大娘来， 金桂兰都像女儿一样， 一一
是农民的女儿，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我
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 金桂兰说。
给老太太办理妥当。 “就跟她的亲闺女一样！”
宁安县（ 现宁安市） 镜泊乡五峰楼村，
城东乡光新村村民张长胜在电视上看到金
金桂兰在这里出生， 嗅着泥土的芬芳成长，
桂兰病逝消息时， 告诉孩子要永远记住金法官
这样的好人， 将来长大了， 也要像她那样帮助
心正， 工作较真， 乐于助人， 这就是我
“她
们五峰楼村的女儿。” 村支书说， 他是看着 前是镇政府的老同事， 打官司能向着你吗？ 的刀口， 叫上司机又去找这名证人。 “你都不 别人。 十几年前， 因他媳妇有病， 无人照看孩
金桂兰长大的， 听到金桂兰逝世的噩耗后， 当时， 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底。 第二次开庭 要命了， 我还要什么脸！” 证人说出了事实真 子， 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法庭打官司。 金
很惋惜。
听我说没调出来单子， 金桂兰立即到电信局 相， “哪有借条那回事， 他编的。” 再次开庭， 桂兰看到穿得破旧单薄衣服的孩子在寒风中冻
五峰楼的很多群众在叹惜着， 东京城镇 给调了出来。” 张秀清说， 这笔钱也要了回 原告无言以对， 还了被告一个清白。 她记不得 得直发抖， 就跑回家翻箱倒柜， 把自己儿子的
的群众在追思着。 更多金桂兰审过案件的当 来。 从这以后， 她认准了金桂兰这个好法 这讲了多少次， 但每讲一次后， 她对金桂兰就 衣服找出一大包， 给俩孩子穿上， 剩下的塞到
事人、 帮过的人， 都沉浸在对金桂兰的追忆 官。
又增加了一分敬意。
了他的手里。 “听说金法官得了重病， 我还买
中。
眼含热泪的一名人民陪审员刘艳君对记 刘艳君在任东京城镇人大副主席时， 记得 过两瓶桃罐头和苹果罐头送给她， 希望她吃了
法官说：同事谁都有，认识不管用。 在 者说： “ 她可是俺老百姓的好法官。” 即时 多次发现金桂兰自己掏钱给当事人买食品。 刘 桃罐头就会从疾病中逃出来， 吃了苹果罐头就
“金
我们国家，有理走遍天下。这句话我始终珍藏 又向记者述说了“欠条被洗” 的故事。
艳君知道她家还很困难。 “有一次我对她开玩 会平平安安。 作为我们老百姓， 只要为我们办
在心里。 ”刚提起话头，担忧金桂兰调走的农 十几年前， 为查证一起案件的重要证据 笑地问， ‘桂兰啊， 是不是来你这儿打官司的 一件实事， 我们都很感激， 记她一辈子。”
妇张秀清已泣不成声。 她对金桂兰不只是感 有没有被原告所说的“ 被妻子洗了”， 开完 你都管饭啊？ ’ 没想到她看着我认真地说：
只要你对百姓有情， 百姓就会对你有意。
激，更是把她当成了一种信念的化身。
庭的第二天， 金桂兰趋车200 多公里找证人 ‘ 老百姓来打官司， 本来就够上火的了， 怎么 住在法庭不远的关显荣老汉激动地说， 他
十几年前， 张秀清将一名担保人起诉到 取证， 遭到拒绝， 返回已是晚上8 点多钟。 能眼看着他受冻挨饿啊？’”
经常路过法庭， 对金桂兰帮助百姓排忧解难的
了东京城法庭。 第一次开庭时， 担保人以借 当时， 金桂兰正处在化疗期， 饭菜难以下 “到东京城法庭打官司的穷乡亲经常得到 事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还想办法帮金桂兰解
款已过时效为由主张免除担保责任。 休庭 咽， 头发一把一把脱落， 全身瘫软得像一摊 金姐的帮助。” 现任宁安法院优化环境办公室 脱病患。 “当时， 她的胳膊这么粗， 还坚持上
后， 她对主审法官金桂兰说， 在诉讼时效期 烂泥， 一只胳膊肿得足有碗口粗， 腹部的胆 副主任的金尚哲， 记得牛场村有位70 多岁的 班。” 关显荣用手比划着， 心疼地说。 他听说
内她给担保人打过一个催款电话。 金桂兰让 结石刀口流脓不止， 来回400 多里山路的颠 朝鲜族老大娘， 无儿无女， 生活十分艰难。 一 一种蘑菇能治金桂兰的病， 就和几个邻居说
她到电信局去查一查， 但她却碰了一鼻子 簸， 使她全身上下钻心刺骨地疼。 第三天天 次， 老人到法庭来办事认识了金桂兰。 从此， 了， 一起采蘑菇给金桂兰送去。 “可这也没挽
灰。 “有人告诉我， 金法官和那个担保人以 刚放亮， 金桂兰用卫生纸擦了一下还在流脓 她家里抹墙、 烧柴等家务琐事， 都来找金桂 救了她的命。” 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
金桂兰的儿子李一男说： “以前， 我妈
一直是乐观的。 她对生活是非常热爱的。 “能
妈工作太忙， 很少和我们在一起， 住院这一
坚持到今天， 主治医生都说是一个奇迹。 她多
段时间， 是我们一家人难得的团聚。”
次和我说， 等病好了后， 再回到岗位上去工
金桂兰的同事说： “她是那种为了工作
作， 回报组织上这些年来给予的照顾。 其实，
可以不顾一切的人。 法庭成了金桂兰的
我知道， 就是这个心愿给了她这个奇迹。” 但
的大部分衣物都在这里。 她结婚时 了。 乳腺癌、 胆结石、 白内障、 胃病、 咽 法鉴定。 “你不要命了？ ”医生说。 “究竟是你的 李永春知道， 这只是一个梦罢了。 为了让金桂
‘家
’， 她
把家安在牡丹江市， 离东京城法庭有80 多 炎、 风湿、 关节炎…… 这么一长串的病名， 命重要，还是当事人的事重要？ ”他第一次对妻 兰做好这个梦， 他特意对金桂兰隐瞒了病情，
公里的路程， 回去一次需要汽车、 火车倒上 很难相信它们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但这正 子发了火。但最终没有拗过妻子，小心翼翼地搀 “哄骗” 她马上就会好的。
了工作， 她平时住在单位， 与丈夫 是长年操劳和生活不规律给金桂兰留下的残 扶着她去了牡丹江中院。 在他们背后，医生说：
然这段时间很累， 但我很高兴， 因为我
。 为
“虽
3次
成了‘ 周末夫妻’。 工作忙起来， 她常常一 酷印记。 “每次正视桂兰身上7 次大小手术 “没见过这么玩命的女人！ ”
们一家三口能天天相聚着。”金桂兰这次住院的
两个月回不了一次家。”
留下的伤疤， 都要鼓足勇气。” 李永春说。
陪护金桂兰住院的宁安市法院一女干警悲 大半年，儿子李一男天天陪伴着。“过去，我对妈
略地算了一下， 桂兰在法庭工作 “她真是一个铁法官。 ”现为宁安市法院 痛地说： “2011 年11 月， 金桂兰因病重又一 妈忙于工作不理解。这段时间里，看到很多群众
“粗
来， 一家三口相聚的时间还不到3 信访办主任的关向英非常敬佩。 2002 年至 次住进了牡丹江市肿瘤医院。 到入院时， 癌细 来看她，有一些妈妈都想不起来叫啥名了。这让
14 年
年。 ” 金桂兰的爱人李永春说， 桂兰“ 太 2004 年3 月， 关向英和金桂兰住一个宿舍。 胞已扩散。 但金桂兰很乐观， 与病魔抗争表现 我很感动。 我理解了妈妈。 妈妈是典型，我也不
忙”。 有一个周末， 她打电话要我陪她到偏 她从没看金桂兰掉过眼泪， 也没有听金桂兰 出常人少有的坚强意志。 她还惦记着工作， 牵 差。 今后我也要像妈妈一样去工作。 ”李一男又
远的牛场村送传票。 我到家已是晚上6 点多 提过自己的病。 那个时候，金桂兰白天开庭， 挂着群众。 对来看望她的领导、 群众， 她说病 低下了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钟了， 她等不及就一个人先走了。 那天， 气 晚上写文书，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常上 好后， 还要回到法院审判岗位上， 为百姓做实 “我们师范学院还建在大荒地的时候，我就
温零下30 几度， 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 打 班。乳腺癌手术后，金桂兰的右臂肿胀得比左 事， 办好事。”
认识金桂兰了。那时我就听说金桂兰非常敬业，
“金
姨的最后心愿， 我会帮她办好的。 ” 是个工作上很要强的人。 我和她爱人李永春同
得人脸生疼。 我在黑暗中踩着厚厚的积雪， 臂粗一倍，连写字都困难。胆结石手术的刀口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牛场村赶， 心里还抱怨 又一直不愈合， 流出的脓水时常把衣服都浸 泪眼未干的宁安市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杨海鸥 事多年，很少听说他们夫妻俩去饭店吃饭喝酒。
着，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非赶在这鬼天气去 透了。 有一次，她看到金桂兰偷偷回到宿舍, 说， 春节前， 杨海鸥到牡丹江市肿瘤医院看望 她的确太忙了， 调解一个哪怕很小的纠纷都得
办？ 走着走着， 听到前面传来狗叫， 她在空 自己往外挤脓血，“当时我被吓坏了， 要带她 金桂兰。 临走时金桂兰抓住她的手说： “ 小 花费很大精力，看了报才知道，她受理案件的调
旷的雪地里一个人挥着棍子驱赶着几只恶 去医院。她却不在意地说：‘没事，把脓挤出来 杨， 金姨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前斗村的刘老 解率是90%。 这样怎么可能还有自己的业余时
狗。 “ 你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呢？” 我责 就好了。’然后，像根本没发生一样，又回到办 汉那个赡养案子， 我一直挺惦记的， 也不知现 间呢？ ”牡丹江师范学院张志发回忆着。
怪她。 她说被告是个生意人， 刚从外地回 公室调解起案件来。 ”
在他儿女对他咋样了， 我这身体也不能去， 拜 有的人死了， 她却依然活着。 金桂兰虽然
来， 明天就要走， 如果不抓紧时间将传票送 “只要有工作， 桂兰就全然忘了劳累和 托你和法庭的干警代替我去看看刘老汉。” 这 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她那对百姓朴素而又真
病痛。 ”李永春说，记得第一次肿瘤切除手术 是金桂兰曾经办过的一起赡养案件， 每年金桂 挚的情感， 对公平正义的执著与坚守， 却长存
给他， 案子就不好处理了。
人世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久弥香。
命” 这个词用在金桂兰身上不只是 的当天下午， 极度虚弱的金桂兰跟大夫请假 兰都要去看望一下。
“拼
个比喻。 为了工作， 她真的把命都豁出去 出院， 说要陪一名当事人到牡丹江中院做司 李永春说， 在最后的这段岁月里， 金桂兰 金桂兰精神永垂不朽。

绿叶对根的情思

丹心碧血化永恒

老马院长下乡记
卢文杰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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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亲切地称江苏 我们的史铁生啊！ ”
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随后， 老马院长又来到
长马志相为老马院长。 5 老党员万树秀家。 万树秀参
月6 日至8 日， 老马任期 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
内第五次来到如东法院基 渡江战役，身上4 处负伤， 后
层法庭， 开展为期三天的 又赴青海省长期参加支援
驻点调研活动。
边疆建设。 老人从不求回
院长一行 报， 但因为年老多病， 拿着
，马
5月
7日
到河口镇探访贫困户蔡某。 每月仅千余元退休金， 日子
蔡某在大学期间因脊柱肿 显得有些窘迫。 马院长了解
瘤导致下身瘫痪，20 多年 到这些情况后， 深情地说：
来， 坐在轮椅上的蔡某不 “ 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党和国
仅做到了生活自理， 还单 家作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理
独照顾着年过八旬的父 应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希望
亲。 虽然生活一直过得很 您健康长寿。 ”
艰苦，但蔡某乐观、从容面 5 月9 日， 在法院与民
对困难与挑战， 他的精神 政部门协调下， 已初步落实
也感动了身边所有的人。 解决了万树秀的革命伤残军
马院长鼓励他说：“你就是 人补助问题。
图①： 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马院长若有所思。
图②： 马院长对蔡某叮嘱说： “等房屋翻建好， 我
们送你一辆新轮椅， 电动的！”
图③： 马院长与乡镇干部共同协商、 落实老党员的
革命伤残军人补助问题。
图④： 老人的身上有4 处负伤， 手上的伤口是在孟
良崮战役中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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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登陆“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为深化司法拍卖改革 定、 网上竞买报名、 互联网
工作， 扩大司法拍卖信息 竞价等多项功能， 既是及
公开程度， 加强对司法拍 时、 全面发布全国法院涉诉
卖过程的监管， 方便人民群 资产处置相关信息的统一权
众参与和监督司法拍卖活 威性的发布平台， 也是面向
动， 保证司法拍卖公开、 公 社会， 供参与司法拍卖活动
正、公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的相关机构开展司法拍卖活
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组建了 动无偿使用的公益性网络平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台。
“人
欢迎各界人士登陆“人
（http://www.rmfysszc.gov.
站具有涉诉资产信息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参与和
cn ）。 网
发布、 评估拍卖机构随机选 监督司法拍卖活动。

“

惠民”的司法诠释

上接第一版
张某自己雇人疏通了排水渠， 本想让楼上的邻居分担部分
费用， 但是邻居们就是不愿出钱， 楼上楼下吵得不可开交。 一
气之下， 张某将楼上居民的自来水总阀门关掉， 造成大家无水
可用， 邻里矛盾越来越大。
社区居委会主任曾国庆多次前往做工作， 就是做不通， 只
好和“社区法官” 添福联系。 接到通报后， 添福马上来到
现场。
脱下法官袍的 添福耐心地倾听双方的抱怨和诉求， 安抚
了双方的情绪。 然后分别为双方分析各自的需求和立场， 告诉
大家暴力冲突的危害及法律后果。
粗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伤人伤己。” 添福用客家话
“动
劝解， 趁着双方情绪都有所缓和的时候， 立即安排双方派代表
到长宁社区法官工作室进行调解。
通过耐心的劝说， 邻居们对楼上楼下之间存在的问题有了
新的认识， 表示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 矛盾化解， 邻里恢复和
谐。
亲民措施： 2010 年5 月以来， 博罗法院结合辖区特点及
审判工作实际， 推行法官进社区“1+1” 工作模式， 即在全县
乡镇中选取30 个社区， 设立法官联系点， 通过“一社区
17 个
一法官” 的平台搭建， 让法官指导社区人民调解、 参与社区纠
纷调处、 立案咨询、 社区普法、 社区矫正等， 将审判职能前
移， 延伸到基层， 与社区（ 村） 建立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
以合理、 平和的方式解决民事纷争，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
前群众也找我们调处纠纷， 但我们不太了解法律， 群
“以
众认为我们不专业， 不信服我们， 社区法官就不一样啦， 他们
有专业的法律知识， 群众信任他们， 调解起来也就事半功倍
了。” 曾国庆笑着告诉记者。
截至去年12 月底， 博罗法院社区法官共走访社区1000 余
人次， 接受电话征询2400 余人次， 现场法律咨询1500 余人
次， 开展业务培训、 法律讲堂30 余次， 举办巡回法庭10 场，
成功调解纠纷1000 件， 对300 余件案件进行了司法确认， 取
得良好效果。
们建立‘社区法官’ 制度， 让法官进社区， 将法庭开
“我
在家门口， 就是要对那些还未形成纠纷的邻里琐事予以解决，
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维护社会和谐。” 博罗法院院长黄志
强说。
记者感受： 法官不一定是要高高在上才能维护法律的威
严。 走近老百姓身边的， 亲和力十足。 与老百姓更加亲近， 解
决纠纷也更加快捷有效。

惠民在于利民—
——
培养群众契约精神
惠民故事： 2010 年11 月12 日， 龙门县龙江镇路溪村邵
村村民小组（ 发包方） 与龙门县龙江镇钟屋村村民小组付某
包方） 继以前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又续签了《 续约承包
（承
石场开采合同》。
同年底， 邵村23 名村民联名向龙江镇政府提出： 续约合
同的签订程序不合法， 部分村民的签名违背真实意思， 要求解
除合同。 镇政府出面协商不成， 村民便多次到县、 市信访， 并
扬言上京闹访， 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造成极大压力。
一开始， 村民们并未想到靠法律来解决问题。 村民代表邵
水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以前我们对法院
不了解也不信任， 觉得打官司又费时间又费钱， 不敢打官司。”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2011 年10 月， 龙门法院介入
后， 仅仅10 天时间就把事情解决了。
法院了解基本情况后直接主持诉前联调， 查明续约合同时
很多村民的签名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过半数村民实际上不同意
发包石场， 认为石场升值潜力很大。
门法院院长万翔带领工作组前往
， 龙
2011 年
10 月
25 日
龙江镇，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了解到争议双方对事实认定是一
致的， 但对是否解除合同的态度相反。 接着， 法院对双方进行
说理， 一则让村民代表认识到用非理性方式表达意见是不对
的， 二则让承包方了解合同签订过程存在瑕疵和不足。
后， 双方当事人就在法院主持和龙江镇党委、 政府的
3天
见证下签订了诉前联调协议， 并承诺息诉罢访。
此事圆满解决后， 邵水洋也完全改变了观念： “法院很公
正的， 为民工作做得很好。”
利民措施： 龙门法院经过调研分析， 认为农村的法治存在
很多问题。 如群众信访不信法， 不愿通过法院解决纠纷。 且契
约精神严重缺失， 守法意识不强， 合同签订存在隐患。
据统计， 2009 年至2011 年， 龙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因合
同引发纠纷的案件就有666 宗， 占全部案件比例的39.1%。 此
外， 诉前联调也推行不畅， 甚少群众选择诉前联调解决纠纷。
院本部诉前联调仅调解了21 件案件。
， 法
2011 年
发现这些问题后， 龙门法院认真分析原因、 思索对策， 决
定成立司法惠民工作站。 2011 年9 月28 日， 首个司法惠民工
作站挂牌， 并迅速推广到未设立法庭的9 个乡镇。
司法惠民工作站一改过去“ 坐堂审案” 的模式， 主动为
老百姓提供法律咨询、 诉前调解、 巡回立案、 巡回开庭、 申
请执行等“ 一站式” 现场服务， 把诉前联调工作推至最前
沿。
工作站成立后， 龙门法院诉讼案件明显减少， 2011 年收
案873 件， 比之2010 年减少了333 宗， 减少27.6%。
果当时就有了惠民工作站， 也不至于闹到那个程度。”
“如
邵水洋感慨地说。 他告诉记者， “现在村民们有了事情， 总是
马上想到司法惠民工作站。”
对这个司法惠民工作站， 万翔的期望不止于此， 他希望
以工作站为载体， 引导群众树立“ 签约前充分博弈， 签约
后严格履行” 的契约精神， 提高村民的合同能力， 从源头
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最后将其上升到创新社会管理的
层面， 由党委政府牵头，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将立法、 行
政、 司法等各种资源有效整合起来， 整体推进， 形成长效
工作机制。
记者感受： 治病要治本， 解决纠纷的更高层次是预防纠
纷。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普法， 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从源头治理
纠纷产生的土壤， 这才是真正的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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