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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
民法院资深法官吴燕军从院长吴振手
中接过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颁给他的
带有“个人终身成就奖” 特殊意义的
奖状： 参加人民法院工作

30

周年纪念
证书。

默默无闻工作
30

年， 抢救落水者
不留名。

“没想过要出名， 也不希望靠着救
人得到什么！ 只希望离开自己工作岗
位的那一天， 可以坦然地对自己说：

这几十年当守的道我守住了！ 当考的
试我通过了！” 吴燕军坦言。

面对滔滔洪水， 生死考验面
前吴燕军这样比喻： “这次救
人， 仿佛是天上飘下一份考卷”

进入初夏的广州， 正是雨水充沛
的时节。

5

月
24

日， 刚刚放晴的珠江
水依旧洪涛滚滚。

午后， 吴燕军和女儿吴凡一起走
在探望生病老母亲的路上。

忽听不远处有路人大喊“有人跳
水了”。 吴凡首先发现了落水者位置，

在她的指引下吴燕军见江面上有一名
女子随江水浮沉， 飘散的长发在水面
若隐若现。

因曾在部队接受过相关训练， 吴
燕军清楚地知道， 一旦落水者完全没
入水中， 施救者将失去位置标示， 在
浑浊的江水中再难搜寻到目标， 所以
必须抓紧时间接触到落水者。 吴燕军
边对女儿说“我下去救人”， 边飞快地
脱下身上的外衣和鞋， 一个鱼跃跳入
江中。

一分多钟后， 吴燕军手托着落水
女子往岸边游。

三分钟后， 吴燕军成功地将落水
女推到岸边救生爬梯处。 几名路人翻
过江边护栏， 共同将落水女拉了上来。

上岸后， 吴燕军在女儿的翻译帮助下，

与落水女子的外籍丈夫交谈， 劝诫对
方做好妻子的工作。 在围聚群众的一
片赞誉声中， 吴燕军带着女儿悄然离
开了现场。

回到工作岗位后， 吴燕军一直对
救人的事守口如瓶。 吴燕军的一个朋
友偶然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 在他的
报料下， 这件见义勇为的壮举才浮出
水面。

“跳进江里后， 才发现原来水里很
多暗涌， 在水下身体很难控制， 我只
有屏住呼吸在水里不断调整自己才能
慢慢地接近并从后面托住落水者。” 吴
燕军在回忆救人过程时依然心有余悸。

“在准备跳水救人的一刻， 我也曾
想到过成败问题， 一旦失手， 就意味着
多个家庭的破碎。 但如果因此见死不
救， 那我以后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良
心？ 所以， 我铁定了心： 拼死相救！”

“我时常觉得， 这次救人， 仿佛是
天上飘下一份考卷， 分毫不差地飘落在
自己身上。 当然， 恰巧自己具有解答这
份考卷的技能， 就及时地完成并交出了
答卷， 考试结束也就离开了考场。 现在
考试结果出来了，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
可， 自己着实感到非常欣慰！” 吴燕军
说。

“小悦悦事件已经成为所有人心中
的痛！ 那件事后， 我曾在内心对自己暗
暗发誓， 绝不会让类似的悲剧在自己面
前重演！” 吴燕军的眼睛湿润了。

“救人成功， 现场群众一片欢腾，

人们竖起拇指， 报以掌声， 有人称赞我
的行为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 还有人
祝愿我生意红火。”

“可我当时， 真想发自内心地告诉
人们， 我不是生意人， 也不是什么江湖
侠客， 站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共产党
员， 是一个法官， 是一个复员军人。”

吴燕军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

在大家眼里， 吴燕军是一
个： “有勇气， 是一个敢于随时
挺身而出的人”

2003

年， 正值“非典” 时期， 吴
燕军担任该院法警大队长， 他带领着法
警每天押解被告人往返于法庭和看守所
之间。 一天， 被押解的一名被告人突然
发热， 疑似“非典” 症状。 吴燕军、 吴
建浩、 卢卓宏始终没有离开该被告人半
步。 随着该被告人的发热情况愈加严

重， 法院派车将其送到了医院就诊， 从
送医到诊断结果出来的整个过程中， 吴
燕军等三人一心一意工作， 没有在“非
典” 疫情面前“低头”， 一直坚守在该
被告人身边。 最终， 该被告人被确诊并
未感染“非典”。

“吴燕军是一个有勇气， 敢于随时
挺身而出的人。” 这是记者在该院采访
听到的最多的话。

2009

年
1

月
8

日上
午， 一名当事人杨某浑身酒气地出现在
法院信访窗口座位上。 由于不服法院一
审判决， 杨某此前已多次闹访， 法院领
导及相关各部门分别对其做过思想工
作， 但他始终不肯罢休， 且扬言要对法
官采取暴力手段。 这一天， 细心的吴燕
军敏锐地察觉到杨某的状态和平时不太
一样， 似乎异常狂躁， 开口闭口都是欣
赏上海的杨佳： 敢于持刀冲入警局杀
警； “我这次来了就没有打算再回去
了！” 他还扬言： 今天一定要找主管领
导、 主审法官要个“说法”。

吴燕军没有立即报警， 也没有到处
声张。 “我不希望杨某真的就这样再次
走上犯罪的道路。 如果报警， 杨某可能
将来真的会来法院施暴， 后果将不堪设
想！”

吴燕军抓住了“杨某父亲做生意做
得很大” 这一话题， 以人生、 亲情为突
破口， 敲开了杨某的心理防线并及时进
行了疏导。 最终， 杨某放弃敌意， 说出
了自己来法院的原本目的———想对法院
人员实施暴力泄愤， 并告诉吴燕军自己
埋藏了准备作案的刀具。 为了稳定杨某
的情绪， 继续为其铺垫一条主动放弃犯
罪念头的道路， 吴燕军决定“趁热打
铁”， 冒险单独跟随杨某前往藏刀地点。

“当他把位置指给我看了以后， 我
一面用身体挡住杨某， 一面迅速把埋在
草皮下面的尖刀抽了出来。”

单身赴会“狂徒”， 心理疏导化危
机。 该院所有干警在获悉此事后纷纷伸
出了大拇指。

吴燕军这个人真的很“热血”： 十
几年了， 坚持每年献血。 前不久， 他有
一战友患病需要换骨髓， 他二话没说就
跑到医院准备捐献骨髓。

立功又授奖， 面对赞誉吴燕
军显得很淡定： “不求有功于社
会， 但求无过于人民”

吴燕军“勇战洪水救人” 的英勇
行为见报后， 市民纷纷通过电话、 短
信或网络留言的方式向吴燕军同志表
示敬意： “向五旬救人的英雄法官致
以最崇高的敬礼！ 保重！” “广州市的
好法官为民服务， 平凡英雄了不起，

太感动人……”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做出决
定， 给吴燕军记个人一等功一次， “广
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闻讯后也送来了
专门的慰问金。

面对这次危急时刻的考试“成绩
单”， 吴燕军显得非常冷静： “自己只
是做了应当做的事情， 没有想到社会给
了我这么高的评价。”

“从
1981

年进入法院系统工作， 在
刑事、 行政、 民事、 法警、 执行、 立案
等部门都驾轻就熟， 是萝岗区法院工作
年数最长的法官之一。” 该院副院长潘
小登告诉记者。

“不求有功于社会， 但求无过于人
民。” 吴燕军说， 法官的工作性质就决
定了不能有过错。

1989

年， 进法院还不满
10

年的吴
燕军，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经办一件杀人案。 被告人是地处广州
比邻的从化县的一个山区农民， 家贫入
赘，由于家庭纠纷而杀死了妻子和岳父。

“单从卷宗上看并无争议， 情节严
重， 手段残忍， 论罪应当判死刑立即执
行无疑。” 但吴燕军认为， 人命关天，

死生事大， 任何一件可能判死刑的案子
都应慎重审理， 应在审限内尽量多做工
作。 由于当时交通极不便利， 吴燕军步
行了上百里山路走访了被告人居住地。

经了解， 被告人平时并无恶行， 只因女
方家对其太为刻薄而产生积怨， 从而酿
成惨剧。 吴燕军回到法院后， 在案卷材
料中附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被告人的行
为因严重的家庭矛盾引发， 接受刑罚后
再度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极小， 应当判处
死缓。 案子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时， 吴燕
军的观点被采纳。 该案宣判时， 本已绝
望的被告人在听到结果后当场痛哭出
声， 双膝长跪法庭不起。

1995

年， 吴燕军在广州中级法院
行政庭任二审组组长， 处理行政上诉案
件。 一次， 增城某村的一件山林土地纠
纷行政上诉案交到了吴燕军手里， 村民
不服当地县政府的行政决定和当地法院
的一审判决而提起了上诉。 当时正值夏
天最热的时候， 吴燕军带着合议庭成员
顶着酷暑来到当地调查， 跟着村民们翻
山越岭， 跳河沟爬险坡， 一点也不含
糊， 令本想看城里法官笑话的村民们反
倒敬佩起来。 对照着图纸， 吴燕军凭借
着当兵时积累的地图知识， 很快摸清
了土地情况， 他将争议双方的村民代
表请到了现场， 比对着有争议土地的
相关文件和图纸， 清晰明了地将土地
划分情况讲解给村民们听， 有理有据，

双方当事人都听得心服口服。 争议解
决后， 败诉方有位上了年纪的村民，

还特地对吴燕军说： “你就好像是周
恩来再世， 为老百姓做事。 见到你，

我们输官司也心服口服了！”

“认识他这么多年来， 吴燕军无论
做哪一行都是好样的！ 从

2005

年起在
立案庭从事信访工作， 经吴燕军处理
的信访案件， 件件都能得到较好的处
置， 也从未接到过投诉。” 该院执行局
副局长贺雁青说。

无论是“帮人” 还是“救
人”， 在吴燕军看来： “做什么
都要对自己的职业和形象负责”

今年
8

月
2

日， 《羊城晚报》

一则《女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送你
上大学》 报道， 牵动着吴燕军的心。

看完报道后， 他当即联系报社， 要
求把自己刚刚获得的“见义勇为基
金会慰问金” 交给考上大学却没有
学费的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学生王小婷。

8

月
10

日， 吴燕军带着自己的女
儿专程来到离广州有近

400

公里的王
小婷家中。

“不要担心， 社会上还有好多人关
心你。 也不要有压力， 这点钱就是要
鼓励你好好珍惜时间、 好好读书尽快
成才回报社会。” 吴燕军边说并把捐助
的首批

1

万元捐款递到了王小婷手中。

因为王小婷考上的是湛江的海洋
大学日语专业。 吴燕军和女儿这次专
门给她买了日语入门学习读本和一些
青年励志书籍， 还细心地帮王小婷带
来了一张湛江市地图和一个不用装电
池的手摇电筒。 “海洋大学在郊区，

面积又大， 女生随身带个电筒可以带
来更多的安全感。” 吴燕军的一番话让
王小婷一家人动容。

患病多年休息在家的王小婷父亲
一直没有说话， 常年的生病让他已经
失去了笑容， 当看到吴燕军送来的手
电筒时也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上草
村委会干部王玉珍告诉记者： “以前
不了解法院法官， 甚至还有些误解，

看到吴法官救人和热心帮助王小婷，

我佩服他们。 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
的人、 这么好的法官！”

“不夸耀自己， 不计算得失， 始终
为工作和他人着想， 这就是吴燕军。”

贺雁青说。

做人热心、 有情有义却公私分明。

“在法院工作，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以
感情联络为由主动找到我。 在这方面，

我从来不拖泥带水， 是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如果含含糊糊， 很容易让
人误会： 以为你有什么想法。

有一次， 一个战友来找我， 我很
直接地把他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告诉了
他， 并明确告诉他一些情况。 当时，

我那个战友急了， 眼看着法庭辩论的
气氛都出来了。 在他的另外一个朋友
的劝和下才没有让争论升级。”

“我这么做其实也是帮朋友， 我不
想让他们走歪门邪道， 人还是要走正
道！” 吴燕军意味深长地说道。

谁说平凡不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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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眼中的吴燕军

三十年法官生涯：无处不是“人生考场”

———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接访法官吴燕军

本报记者林晔晗本报通讯员唐红娟张玲南冯海青

敦实的身板、温暖的笑容；有力的双
手、爽朗的声音；满头的白发、朴实的话
语……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法
官吴燕军，举手投足之间毫不做作、率真
坦荡， 让人的心里仿佛被一道阳光照了
进来， 记者似乎忘记了采访的是一起在
危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入水救人的事
件，也忘记了采访的对象是一位

50

多岁
的救人英雄。走近吴燕军，记者感到他是
一个依然怀念部队且保持着军人风范的
“老兵”； 是一条骨子里就藏着“英雄情

节” 的汉子； 是一个有爱心和担当的父
亲、丈夫；是一个有情有义、热心助人的
同事；更是一个铁肩担道义、智慧与勇敢
并存的“好法官”。

从了解到欣赏， 从他身上记者更加
坚定：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是不是一
定要“功成名就”、 “富贵满堂”， 人生
因善良而充实， 因知足而满足， 因简单
而快乐。 在他过去的法官生涯中， 他不
问收获、 淡看名利， 三十年法官生涯历
经风雨不“变色”、 危急时刻以勇敢面

对胜过种种“试炼”、 以善良和真诚为
寻找到一条真正正直的道路“导航”，

并用这样的人生态度和方式影响着自己
的家人、 同事， 唤醒那许多多已经“冷
漠的心” ……

谁说平凡不是成功？

30

年功名尘与土。吴燕军的平凡为
成功做出生动的诠释。透过吴燕军，我也
开始审察自己，当有一天自己干满了

30

年， 是不是可以自信地告诉自己： 这场
30

年之久的人生考试，你合格了！

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吴燕军谈
起自己的女儿， 引发了记者的好奇，

应记者强烈要求， 他的女儿吴凡接受
了采访， 这是一个正在加拿大读书的
大学生， 一个与吴燕军一样： 内心干
净、 对人善良而真诚的女孩。

▲

谈救人：

爸爸下水救人的那一刻， 我内心
重复了无数遍： “要小心。”

那天， 我和爸爸在江边散步。 听
到附近有人喊“有人落水了！”， 我们
就顺着珠江望水寻找落水踪迹。 当
时， 我看到落水者已经在江里一沉一
浮的， 脸蛋通红通红， 情形非常危
急。 爸爸说： “我们把她救上来吧！”

我豪无犹豫地赞成了爸爸的意
见。 在爸爸脱衣服的过程中， 我当时
显得也很冷静， 只是提醒了爸爸一句
“要小心”。 但其实我心里默默地重复
了无数遍： 要小心！

很高兴的是， 爸爸下水后有人开
始打电话报警、 有一个收买废品的叔
叔还找来了一条长绳子， 并将一头抛
到了江里……但是， 我当时更希望还
有人跳到水里和爸爸一起救人， 毕竟
两个人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肯定要高
很多。 很可惜没有！ 所以， 我只能祈
求爸爸能平安地上来。

爸爸选择的是潜泳到落水者的后
面救人。 他入水的一分多钟可能是我
人生中最漫长的等待， 因为我看不到
父亲从水里冒出来。 当时， 我心里已
经暗暗做好了一个决定： 如果再过十
秒钟父亲还没有上来， 我就下去救我
父亲。

就在我准备下水的时候， 我看到

落水者的身体开始上升并慢慢地往岸边
移动， 落水者的腋下是父亲一双有力的
手。 我顿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爸爸后来告诉我： 江里有暗涌， 在
水里身体很难控制。 我真的很害怕， 但
是， 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 我还会鼓励
爸爸下去救人。

爸爸骨子里有一种“英雄情节”，他
好像随时做好了挺身而出。 因为爸爸经
常会教我如何进行危机处置， 还经常模
拟演练如果在公共场合遇到有人被盗、

抢劫、落水等危急时刻应该怎么办？

▲

谈爱心：

爸爸最看不得有人不善待生命。

爸爸把落水妇女救上岸后， 妇女并

没有向爸爸表示任何的“谢意”， 我们
开始明白了： 她是想“轻生”。 为了安
慰她， 爸爸和我并没有离开现场。 爸爸
不住地劝告她要珍惜生命， 并询问“是
不是有什么难处”， “我们能不能帮你
做什么？”

轻生妇女选择了沉默， 在伤心地回
了一句“你们谁也帮不了我” 后又哭了
起来。

这就更让我们为她担心。 好在她澳
大利亚籍的丈夫及时赶了过来， 在确认
她丈夫的身份后， 我开始为爸爸当起了
“翻译”。 过了许久后， 轻生妇女的情绪
开始有了缓和， 我和爸爸才离开现场。

爸爸懂得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家
里懂得照顾家人， 家务、 体力活总是抢

着干。 爸爸最看不得有人不善待生命。

爸爸的单位收留的一只大狼狗“虎妞”，

就是爸爸在路边领养回来的， 现在成了
法院保安叔叔的“得力助手”； 爸爸也
热爱大自然， 他喜欢闲暇的时候用相机
去拍摄树上的叶子、 盛开的花朵、 可爱
的狗狗。

▲

谈责任：

爸爸说， 能帮助到别人的人其实最
幸福。

爸爸是很善良和有责任感的人， 可
以从很多很细致的地方表现出来： 说话
善于顾及对方的感受， 懂得在所有的地
方尊重对方， 工作起来很努力很尽责。

爸爸是我的好“哥们”。 有时候他

像一个可爱的小朋友： 每次我帮他削一
个水果， 他就会做出很多“萌” 的动作
或表情； 当我遇到问题， 他就是和蔼的
知心朋友； 然而在我明显犯了错误的时
候， 他又就成为了一个严格的父亲。

省里的见义勇为基金会给他颁奖
后， 他高兴地告诉我， 原来以为是一万
元， 领到手后发现是两万元。 爸爸说，

这样就能更多地帮助到远在粤北山区没
有钱读大学的“小婷婷” 了。 爸爸说，

为了确保这些钱真正用在学生读书上，

他准备分期给他们。

在爸爸的影响下， 我也特别关心那
些需要关心的人。 从允许参加献血那年
（

18

岁） 开始， 每年坚持到血站献一到
两次血， 每次献血的时候都很开心。

爸爸的事情让我感到自豪。 近期，

我也听到广东有好多像爸爸一样敢于挺
身而出的救人事迹， 感到很振奋。 我准
备今年回加拿大读书后， 向更多的人介
绍中国法官的英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