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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人员

■

故事梗概
南平市，贯穿市区的江水滔滔流淌，

江面上，几只小船轻轻划过。

窗口，詹红荔静静地站着，望着面前
这滔滔的江水和这座祥和的城市，许久。

书记员小林推门进来：“詹法官，何
刚的监护人还没到。 ”

穿着法官袍的詹红荔走过长长的走
道， 阳光透过一个个窗口打在詹红荔身
上，时明时暗。

法院门口已是人山人海， 四处是喊
冤的声音，人群中，还拉起了“以命抵命，

血债血偿”的标语。

这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致人死亡的
案件，按照规定，庭审要求作为监护人的
父母到庭。然而，被告人何刚的父母却迟
迟未到， 按规定， 法庭完全可以缺席审
判。

但詹红荔却认为何刚的父母本来答
应会来，现在反悔，说明情况有变化，如
果现在宣判，会有后患。

法官通道的大门打开， 詹红荔走进
法庭，庭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詹红荔身上。

一声法槌落下，詹红荔宣布，因主要
当事人未能到庭， 法院决定更改开庭时
间，何时开庭，择日通知。

詹红荔来到被告人何刚的家里，何
刚的父亲告诉詹红荔， 自己连一分钱的
赔偿都拿不出来，反正何刚没有成年，你
们法院也判不了他死刑。

詹红荔冷静地看着何父：你的孩子
判不了死刑， 可是人家的孩子没有了，

将心比心，你能安心吗？ 按照法律规定，

你到不到庭，我们都可以宣判！ 现在改
日开庭，既是为了对方，也是为了你们
的儿子！

渐渐，何刚的父母不再那么强硬了。

看守所。何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肆意抽烟。周围的狱警想上前阻止，被詹
红荔制止。詹红荔静静地盯着何刚看，何
刚也肆无忌惮地与詹红荔对视， 四目相
对了很久，终于何刚软了下来，他熄灭了
烟头。

“我知道我爸不想赔偿，无所谓，我
爸早嫌弃我了，把我判了，也随了大家的
意！ ”何刚一副破罐破摔的样子。

詹红荔毫不客气：“大家都嫌弃你，

那你自己呢？你也特别嫌弃自己是吧？不
要埋怨别人，只有自我放弃的人，才被别
人嫌弃！ ”

何刚憋红了脸，哑口无言。

村口，几个小孩在玩闹，见两个穿着
制服的法官到来，扭头就跑，村里人见到
那个延期审判的法官来了， 叫上左邻右
舍，将詹红荔团团围住。村民的情绪都非
常激动。

被害人家，昏暗的小屋子里，郑龙的
母亲被失去孩子的痛苦折磨得形如枯
槁。众人将郑龙的母亲推到詹红荔面前，

郑龙的母亲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睛， 呆板
地望着詹红荔。

詹红荔上前抱住了这位悲痛的有些
麻木的母亲，在詹红荔怀里，郑龙的母亲
突然放声大哭，涕泪横流，詹红荔紧紧抱
着她直至哭泣声渐渐弱了下来， 周围村
民的情绪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詹红荔宣读了再次开庭的日子。

南平市， 缓缓流淌的江水和跨江而
过的斜拉索桥。

街上，一辆摩托车驶过又返回头，骑
车的男子告诉詹红荔， 自己是她多年前
判过的一个少年犯。 那时候法官们去未
管所探望少年犯， 詹红荔曾送给他一张
明信片，还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好好
改造。 他从没想到一个法官能将一个少
年犯放在心上，从此他就好好改造，现在
已经娶妻生子，还开了一家小茶楼。

听说过去的少年犯现在已经安居乐
业，詹红荔格外欣慰，但她怎么也想不起
来面前的这个男子， 究竟是当年哪个少
年犯了。

办公室，厚厚的卷宗放在办公桌上，

詹红荔一页页翻看着她以前办过的案
子， 她的目光落在一张稚嫩的脸上———

梁亮。在这张稚嫩的脸上，依稀可以看到
那个骑摩托车男子的影子。

“梁亮！ ”踏进茶楼的詹红荔张口叫
出了男子的名字。

小小的茶楼在梁亮的管理下， 干净
利索、有条不紊。

梁亮没有想到詹红荔会来， 非常高
兴，甚至招呼妻子抱来了年幼的孩子。

詹红荔抱着梁亮的幼子， 听梁亮讲
述着这些年的经历以及未来他准备扩建
茶楼的计划，心中倍感温暖。

长长的、沿着地形修建的阶梯。詹红

荔走下阶梯，拐进了路旁的一家小饭馆。

这个饭馆有詹红荔曾经判过的一个
少年犯，名叫方超，方超已经出狱一年多
了，现在是这家小饭馆的伙计。

詹红荔这次来是请方超帮忙的，让
他教自己如何使用

QQ

。

原来，何刚的案子，警方给出的资料
中显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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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男孩因为和父亲关
系不好，长期住校，性格孤僻，唯一的爱
好就是喜欢上

QQ

聊天，所以，詹红荔
希望在审判前， 能通过网络看看何刚的
QQ

日记， 多了解一些这个孩子的内心
世界。

看守所，詹红荔第二次见到了何刚，

讲完了应该讲的案件经过后， 詹红荔告
诉何刚，自己看了他的

QQ

日记。

听詹红荔这么说，何刚低下了头。詹
红荔继续询问， 你

QQ

日记中说胃老
疼，现在好点没有？

何刚的眼泪突然流了出来， 他没有
回答，扭头回去了。

依然是那缓缓流淌的河水和河面上
长长的斜拉索桥。

詹红荔办公室， 詹红荔收到了何刚
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在信里，何刚终于
表露了悔改之意， 开始对自己的罪行进
行反省。

何刚家， 詹红荔将何刚写给自己的
信放在了何刚父母的面前。

“你们的孩子都知道反省自己的错
误，你们可连孩子都不如！ ”

詹红荔又将一本从网上打印的何刚
QQ

空间的日志交给了他的父母。 日志
里，记录着何刚的点点滴滴，记录着何刚
对父亲母亲想说却又始终没有说出的
话。

法庭上，何刚的父母双双到场，面对
被害人的家属，何刚诚心悔过，双方达成
谅解。何刚向郑龙的母亲跪下认错，何刚
的母亲也陪儿子一起跪下， 郑龙的母亲
拉起何刚和他母亲， 一时间父母孩子抱
头痛哭。

何刚最终被判处十一年零六个月的
有期徒刑，罚金

40

万元。

小饭馆， 服务员装束的方超帮几个

客人点菜。一个客人发现手机丢了，开始
满世界寻找。 几番寻找未果。

过了一天，老板直接叫方超走人，方
超百口莫辩。

“真的不是我偷的！ ”方超着急地向
老板解释。

“我没说你偷，现在就是让你走人。”

老板回答。

“那为什么让我走，我又没拿！ 我真
的没拿！ ”方超有些急了。

老板看着方超：“我问你， 你以前是
因为什么进去的？ ”

“偷窃……”方超心中默默回答，却
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口。

清晨， 在詹红荔每日上班都要路过
的大桥上，方超早早就等在了那里。

见到方超，詹红荔有些意外，方超陪
着詹红荔在大桥上走着，他告诉詹红荔，

自己要去福州工作了。

詹红荔有些疑惑， 追问方超为什么
不在小饭馆干了， 方超笑着搪塞了詹红
荔，告诉詹红荔福州是大城市，会发展得
更好。

桥头，方超和詹红荔挥手告别。

山村， 詹红荔又一次来到了受害人
郑龙所在的村子， 何刚的父亲虽然遵守
承诺，全力赔偿，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送来的赔偿款只是杯水车薪。

这次到来， 詹红荔得到了和上次不
一样的待遇， 村民们将她领到了郑龙家
门口。

郑龙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见
到詹法官，想起去世的儿子，这个头发已
有些花白的女人紧紧拉着詹红荔的手，

依然在哭。

见郑龙一家如是的生活情景， 詹红
荔表示会尽力为他们申请司法救助。

“眼珠子都没有了，还要眼眶子干什
么？ ”郑龙的母亲淡淡地回答。

詹红荔问起郑龙的母亲抱着的孩
子，邻居告诉詹红荔，这个孩子是亲戚们
特意为郑龙的母亲找来的弃婴。

得知小孩还没有户口， 詹红荔大包
大揽地应承下来。

回到办公室，詹红荔翻看通讯录，不

停地打着电话， 希望能找到可以帮助小孩
落下户口的朋友。

詹红荔家，詹红荔匆匆来到客厅，走到
看电视的丈夫面前。

“户口的事都办成了？你怎么不说？”丈
夫笑而不答。原来，詹红荔的丈夫是一名警
察，这个户口的事就是他负责督办的。

“我要带着我们少年庭同事去你们单
位送锦旗！ ”詹红荔兴冲冲地说。

“你可别来， 一对夫妇孩子突然去世
了，又抱养了一个孩子要落户口，本来就是
公事，你一来，公事就变成私事了！ ”

一声法槌落地， 这是詹红荔又接手的
一个案件。

被告人是一个面色清秀的男孩， 名叫
赵书齐，上高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因一时糊涂， 偷了班上另一个同学的笔记
本电脑。

赵书齐年仅十五岁、罪行较轻、认罪态
度较好，但由于他的父母不是本地人，又在
外打工， 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只能判进
未教所一年。

想到这个孩子是初犯又学习好， 詹红
荔担心一年的管教会改变孩子的命运。

为了拯救这个少年， 詹红荔不厌其烦
地到附近小区， 上门拜访一位离休的老干
部， 说服了这位老干部担任赵书齐的监护
人，使赵书齐得到了判缓的机会。

方超自杀的消息突然传来， 詹红荔震
惊不已。 原来，方超福州的工作，再次因为
他的犯罪前科打了水漂， 方超沮丧地回到
南平，寻找了几份工作，依然是处处碰壁。

最终，方超跳下大桥，投入了那条贯穿南平
的闽江。

长长的台阶， 詹红荔再次走过这个方
超曾工作的小饭馆，久久驻足。

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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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梦想成为军人，前年因为
偷窃罪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监外执行。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案底，打碎了方超
成为军人的梦想……甚至夺走了他的生
命。

詹红荔走在那条方超曾陪她走过的大
桥上， 眼前仿佛出现了与方超挥手告别时
的情景， 带着微笑的方超一晃消失在了人
群中。

詹红荔走着，任由泪水涌出眼眶。

詹红荔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

詹红荔向院长提议能否将未成年人轻
罪记录消除，抹去他们的污点，让这些孩子
重新做人。

“我们这个小法院，还做不了这么超前
的工作。 ”

这是院长给詹红荔的回答， 詹红荔无
可奈何。

卷宗，一页页翻过，几年工作中，一个
个经过詹红荔审判的孩子再次一一从詹红
荔眼前掠过。

少管所，何刚再次给詹红荔写了信，信
里，何刚告诉詹红荔，自己因为表现出色，

获得了减刑的奖励。

詹红荔换上清爽的休闲服。 她要接一
个父母在外打工，没人来接的孩子出狱。

在回来的路上， 詹红荔询问孩子的打
算，孩子一副茫然的表情。

从这个孩子身上， 詹红荔再次强烈意
识到，大量出狱少年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詹红荔联系了几个已
经服刑结束的少年和上次获得轻罪消除的
孩子们去武夷山游玩。

武夷山，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詹红荔
意识到，这些孩子面临的一个个问题，不被
学校接受， 不被社会认可， 个人行为能力
差，缺少组织性和集体观念。

游玩回来，詹红荔彻夜未眠，思考如何
让孩子们更好的回归社会。

这天， 她产生了成立新生少年队的想
法。

路上， 还是那长长的楼梯和横跨闽江
的大桥，詹红荔一如既往地快步走着。

广场， 人群中一面鲜红的旗帜猎猎飘
扬，上书“南平区新生少年志愿者服务队”，

一队阳光健康的少男少女聚在红旗周围，

这是詹红荔和她的“新生少年”们。

詹红荔也走到广场，朝那面红旗走去。

詹红荔的手机响起，有来晚的“新生少
年”问在哪儿碰头？詹法官高声回答：“在广
场红旗下集结！ ”

广场上，红旗下，前来活动的“新生少
年”越聚越多。

字幕：

2012

年
3

月，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修改后的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 犯罪的时
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
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
存。

《南平红荔》

向党的十八大献礼———电影《南平红荔》开机

■

开机仪式
导演： 董玲

代表作有《库尔班
大叔上北京》 （荣获中
国电影华表奖、 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 《两
个人的教室》 （荣获中
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儿
童影片奖和印度国际电
影金像奖）、 《生死罗
布泊》 和《杨善洲》

（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故事片奖） 等。 她
执导的国家广电总局重
点项目、 庆祝建党

90

周年献礼片《杨善洲》，

受到中组部、 中宣部领
导高度赞扬。

主演： 邬君梅
代表作有《青春万

岁》 、 《末代皇帝》

（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天与地》、 《喜福会》、

《宋家王朝》 、 《枕边
书》 、 《美人依旧》 、

《红美丽》、 《桃花运》、

《建国大业》、 《戒烟不
戒酒》 和《蜗居》 等电
影、 电视剧。 她被邀请
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

是第一个被美国《人
物》 杂志评选为“世界
最美丽

50

个人物” 的
亚洲女星。

编剧： 新疆阳光雨露编剧团队
主要作品有《横平竖直》、 《西风烈》、 《昆仑日

记》、 《两个人的教室》、 《生死罗布泊》 和《杨善
洲》 等多部影片。

摄影： 木拉提
代表作有《大河》、 《鲜花》、 《生死罗布泊》

等。

美术： 杨海兵
代表作有《马依拉的天池》、 《西风烈》、 《两个

人的教室》、 《杨善洲》 等。

剪辑师： 杜元
代表作有《大红灯笼高高挂》、 《菊豆》、 《一个

都不能少》、 《杨善洲》 等。

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 少年审判庭庭长詹红荔同志为原
型， 旨在展示人民法官“爱民为民、 情铸
和谐” 精神风貌的电影《南平红荔》，

7

月
22

日在福建省南平市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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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开机仪式现场。

左图： 本片主人公詹红荔（右） 和
其扮演者著名演员邬君梅参加开机仪式。

右上图：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
朝， 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袁荣祥， 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以及国家广
电总局电影局、 南平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
导等共同为影片开机揭幕。

右中图： 导演董玲在拍摄现场为演员
们讲戏。

右下图： 《南平红荔》 剧照。

姚润泽柴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