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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娄银生

———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洛社法庭法官王臻聊天

学会享受寂寞,才能快乐

“我不是先进典型，也没有像其他法
官那样带病工作， 在庭里办案也不是最
多最好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法官，办最
普通的案件。 但法官的身份给了我一种
真实感， 在做人和办案中我一直想表达
真实的自我， 在平凡的案件中也能显示
出自己的力量这就够了。”王臻给记者的
感觉是平淡与亲和。

那天，王臻与记者聊了很多，很细，
她吐露的对法官这一职业的理想 、价

值、经验与甘苦 ，听了令人感觉平实里
有一股力量。正如江苏高院院长许前飞
所言，王臻法官语言平实、案例生动、亲
切感人，既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又真实
地反映出基层法官的喜怒哀乐与酸甜

苦辣，有利激发法治正能量。 有一位网
友这样评价她： 无悔于青春的抉择，疲
惫奔波于形形色色案件当事人之间，一
件件完美“成果”的产出所带来的喜悦，
充溢着日复轮回的普通法官人生。 淡漠

了久仰的职业尊荣， 承载对家人失缺关
照的煎熬， 但心中坚定不移的是法律至
上、忠诚国家、担当责任的操守。 这样的
法官是好样的！

采访王臻，她的所言所语，没有辞藻
华丽， 没有高谈阔论， 尽管连一个 “为
民”、“公正”的字眼都未提到，但她的低
调和平淡让我体味到了情深和不俗。

有一种爱很平实，那是对人生、对职
业深沉的爱。

记者： 进法院做法官已 10 多年
了， 您怎样看待留下了自己青春的地
方与职业？

王臻： 我发现我丢了的不仅是青
春，还有三分之一的头发！上次我一个
同事说了句：法院，这个让我又爱又恨
的地方！她让我们痛苦让我们烦恼，让
我们无数次想离开她， 但是当我们真
的离开她的那一天， 自己才会反应过
来， 其实她给我们培养起来的一种工
作的精神和方法， 才是让我们今生受
益的东西。 这几天，我们法硕班同学的
QQ群很热闹，因为又有一些人从法院
和检察院“出走”当了律师，从表面上看，
他们似乎比我们勇敢。 但我觉得：坚守
和离开， 这两种选择其实都很不容易，

都是勇士！ 我们既然选择了守望，就一
定要心怀美好。 我们作为法官见证了这
些， 也确确实实为此付出了特殊的辛
苦， 而且之后应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会这么艰辛和痛苦……

记者： 是的， 很艰辛。 由于法院
工作压力巨大， 法官身心疲惫， 薪金
低、 待遇差， 所以会出现抱怨， 甚至
负面情绪影响工作。

王臻： 说抱怨我也有。 去年我看

过一篇文章 《法官被爆流失严重， 房价
高工资低信访压力大》 说， 越来越多的
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龄即离开法官队伍，
法官流失现象严重折射了法官困顿的职

业生态。 在去年两会时， 省高院院长许
前飞透露， 2008 年至 2012 年 6 月， 江
苏法院就流出人员 2402 名， 一方面法
官每年在流失， 另一方面法院受理案件
数量却在日渐增加， 最高法院统计数据
显示， 2012 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

超过了 1300 万件， 比 2008 年增长了近
三成。 另外， 涉诉信访化解的压力、 大
量辅助性事务所累的压力不断增大。 我
们还能坚守自己入职时的信念， 做到不
抱怨吗？ 其实抱怨不是错， 因为对不公
平待遇感到不满是很正常的心理。 但抱
怨无错， 它也无用， 甚至会抵消自己做
过的努力， 而不抱怨是一种修炼。 其实
在说到不要抱怨时， 现在有个新名叫吐
槽 ， 流行得很 。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建

议： 吐槽要吐得幽默一点， 轻快一点，
别真的吐到把自己的内心堵上。

记者： 周国平先生在 《灵魂必定独
行》 中说： “人是需要独处的， 独处是
灵魂长大的空间， 独处才能保护自己内
心世界的安宁。” 作为法官， 寂寞似乎
体现了一种品质。

王臻： 我认为守得住寂寞的人， 一
定是很有自信的人， 而也只有守得住这
种寂寞的人， 才能守得到自己的目标。

有一次我参加同学聚会， 几位行政职级
都要高出我的同学畅谈着区里的人事调

动， 对领导们的资历、 喜好、 甚至家属
如数家珍， 见我不插话， 同学叫我一起
参与聊天，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
这些人， 同学非常惊讶， 觉得我简直是
太 “out” 了， 白混了这么久的国家机
关。 我很委屈： 本来就是啊， 我一个普
通法官， 整天弄几个民商事案子， 接触
的都是黎民百姓， 上哪儿认识这么多领
导去呢？ 更何况， 西方的法官， 对于他
们的交友法律可是极其严格限制的呢！
法官是拥有的朋友越少越好的职业！ 我
是与国际接轨。 很阿 Q 对不对？ 我想，
我能够坚守寂寞， 因为只有学会享受寂
寞， 才能快乐， 才有动力。

今年 3 月中旬，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王臻的情况后，
吸引了 81 万网友的点击。 春光四月，带
着网友的诸多问题，记者来到江苏无锡。
眼前的王臻，一个基层的普通法官。江苏
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洛社人民法庭

副庭长，30 多岁，圆脸，白肤，披肩发。 再
怎么看， 依旧是浅浅的笑容， 温顺的表
情。 在与她聊的几个小时里， 她轻言细
语，句句流淌着真实与亲和，而当她讲述
案例时所显现处变不惊与干练执著，让
我又找不准感觉了。

法官路

“上个月我在苏州遇到我的大学同
学， 她在当律师， 一天的交流下来， 让
我觉得自己眼界短浅、 见少识窄。 我现
在觉得， 同为法学院的同学， 当她在用
客户的资金享受人生时， 我在用她十分
之一的工资糊口， 这才是世界上第二遥
远的距离 ； 因为世界上第一遥远的距
离， 是她正在负责市政府与万豪、 希尔
顿两大集团落户大合同的时候， 我正在
纠结我手里的离婚案件里一个煤气罐该

分割给谁。”
2001 年 7 月， 王臻大学本科毕业，

2002 年通过了公务员考试， 进入法院
工作。 2003 年 4 月进入基层法庭 。 她
感受最深的是， 刚开始办案， 收获的不
是尊荣感， 而是超负荷的忙与累。

“案件最多时 ， 我手里长期保持
100 多件未结民商事纠纷， 每个月费尽
全力结案二三十个， 一定会有足量的案
子马上补充进来， 让人不得喘息。” 王
臻称自己为消防员， 每天都在 “灭火”。
过于疲惫的状态让她一度深信自己干着

全世界最辛苦、 最麻烦的活儿。 王臻感
叹： “主要是 ‘心苦’。 她说， 办结婚
的在民政局、 添房子的去房管局、 赚钱
了纳税到税务局 ， 但是离婚 、 分家析
产、 合同纠纷全都是法官的职责， 这个
社会的人们似乎是把最不开心的事最痛

苦的情绪， 全都宣泄给了法官， 如果法
官不修炼自己的内心， 只会从第一反应
体会到巨大的愤怒， 极度的不平衡。”

上访老汉原来是被告， 原告是他的
邻居， 因为上访户说邻居家孩子的坟墓
会滋生病毒， 所以把人家坟头给扒了，
邻居上门理论， 上访户又把人家的脑袋
敲破了， 邻居起诉要求他赔偿， 法院判
赔 2 万多元损失， 他上诉后维持原判，
他又去省高院申诉还是没有得到他满意

的结果 ， 于是他开始了不停的进京上
访。 为了做息诉工作， 王臻把老汉约到
了村委， 哪知他见面劈头盖脸地就问：
“你是哪个法院的？” “我是惠山区法院
的。” “那你级别不够， 没资格跟我说
话！ 叫你们中院的来！” 王臻劝说他不
要进京， 又是路费又是住宿， 这会造成
更多的损失。 老汉冷笑一下： “你们现
在是心虚了吧， 来求我不要去北京？ 反
正我的费用全部要你们法院赔！” 说完
就走了， 几天后老汉托村委给王臻传话
说法院至少得赔偿他 5 万元， 他才考虑
不去北京。

“在法盲面前，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显
得如此苍白无力。法官威严何在？尊荣何
存？ ”王臻苦言,自己的信仰在这位法盲
上访户面前开始破裂。 带着这种负面情
绪回到家，不想吃饭，不愿说话。 王臻似
乎一点就爆，全家萦绕在低气压中。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讨厌！ ”一连
几天，同住的母亲当过老师，对女儿的焦
虑反应也很大：“你以后把自己工作上的
负面情绪处理好后再回家。 ”那天，母亲
递给她一张剪报，剪报上是一则小寓言：
有个年轻人，想要成为用剑的高手，就去
找一个大师。他问：我努力练习多少时间
能成为高手呢？ 大师说：10 年。 他又问：
如果我不吃不睡，每天 24 小时不断地刻

苦练习，那需要多少时间呢？ 大师说：30
年。他不解：为什么？大师说：因为你忘记
了做这件事的乐趣。

“不，为什么我要以这样一个糟糕的
状态，工作在我喜欢的岗位上！ ”王臻似
乎一下醒悟：和别人抱怨和发泄，其实并
无意义。 就如同自己体会不到医生被医
闹纠缠的痛苦、老师被几十个“皮猴”围
绕的头疼、警察 24 小时不得关机随时待
命的压力。 做人做事本来就是各有各的
苦，比谁更苦根本没有下限！ 她想，至少
自己可以代表法律向这个社会表达出法

官的姿态！ 法官使命的根本就是传递正
能量，自己不能被负能量打倒！必须给自
己一个解释，说服自己，才能劝服别人！
毕竟， 这是自己热爱并且准备坚定不移
走下去的“法官路”。

当事人

这么多年来， 王臻办了约 800 件民
商事案件， 面对千差万别的案件， 接触
形形色色的当事人 ， 她大哭过 、 害怕
过、 愤怒过、 焦虑过。

2013 年的一个经济纠纷 ， 原告要
求诉讼保全， 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得知后

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王臻： “你查封的
东西跟案件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要把我
弄死？ 你有什么权力查封？” 当时正准
备开庭的王臻被劈头盖脸地 “教训” 了
一通， 心里很不舒坦， 但她没说话， 而
是静听对方讲完 ， 调整了下心情说 ：
“本意上我不愿干这种得罪人的事情 ，
但法律规定我要这么做。 其实我已要求
原告能配合， 放宽一点， 也是给他自己
一条生路。 如果真的诉讼保全对你影响
很大， 你可以写一个书面的材料给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 暂时不
判。” 电话那头沉默了后轻缓地吐出两
个字: “谢谢。”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明
显火气消了。

“后来他也没送书面材料来， 其实
我也预料到这材料他不会送来， 对方也
明白保全是法定程序， 只是自己的财产
突然被查封了， 不管是谁心里都会蹿起
火。 问题是法官得忍受、 要疏导。” 王
臻说， 老百姓确实不懂得法律的意义和
法律应有的崇高， 法官在用法律说服他
之前， 先要让他明白法律的初衷。 王臻
认为， 他们就是 “盲人摸象”， 只能摸
到大象皮肤的粗糙， 法官有义务告诉他
们大象的轮廓和大象是一种多么了不起

的生物。 如果说法律是冰凉的， 那么法
官是可以用温暖的方法来传递它， 它自
然就带了温度。

在今年 2 月的一个座谈会上， 王臻
听到一个法官交流了一个案例： 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伤者和家属始终不
肯在之前的调解上退让， 这个法官在组
织双方进行调解的那天特别热， 法官先
悄悄给了被告司机一个建议， 被告司机
立马领会， 跑出去买了很多瓶水， 调解
开始前就认认真真地递到了原被告每个

人手上， 最后那个案子真的调解掉了。
王臻说， 也许对于刚从法学院出来的年
轻法官看来， 对于这种调解小伎俩， 会
嗤之以鼻地认为与法律是不沾边的， 毫
无意义 。 但王臻认为这个法官很了不
起， 懂得先让人心柔软下来， 才能给法
官将要传递的东西打开一条通道； 否则
当内心被负面情绪紧紧包裹， 再好的法
律条文， 也无法进入当事人的脑袋。

说细节表现素养、 表现道德、 表现
能力 ， 但王臻觉得这都理解得表面化
了， 细节只体现一点： 诚意。 王臻说，
最关键的应该就是法官首先得用细节表

达出诚恳来。
原告张某在被告陈某的修车铺修

车， 修完车张某说车里少了 2000 元钱，
双方因此产生了口角 ， 继而扭打了起
来， 原告在打架中弄了个轻微脑震荡，
当然不依不饶地要求被告陈某赔偿。 原
告是本地村民， 被告是个外地人。 这是
一个经过村委、 司法所、 派出所都调解
过的案子 ， 双方的差距很大 ！ 开庭那
天， 被告没有准时出现， 王臻在开庭前
打过他电话 ， 但他急切而生硬地挂掉
了， 只说了一句： “没空， 我忙着呢！”
但王臻缺席审理刚结束， 他突然到了，
满身油污满头大汗， 当然， 还有满脸愁
容 。 但没等他开口解释 ， 王臻见面就
说： “一看你这个模样， 刚刚肯定是在
赶个急活儿。 请坐， 先喝茶， 再说话！”
被告当时就有点愣了， 王臻让原告等在
一边， 趁被告端着茶的空隙， 王臻不紧
不慢地开始做调解 ， 真的只二十分钟
后， 被告说了第一句话： “王法官， 不
用再多说了， 你让我赔多少就赔多少！
因为这是我这么多次处理这事， 喝到的
第一杯热茶。”

这个案子真的就这么解决了。 有人
觉得这个案例和前面交通事故被告买矿

泉水的事故雷同 。 但王臻说 ， 其实不
同， 真正打动他的， 应该是自己的态度
和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表达出来的， 不
是法官对于他迟到的责备、 对于他打架
的指责， 而表示出法官注意到了他的细
节， 也理解他的处境， 对于给予理解的
人， 人们通常都很难抗拒的。

说到这， 王臻微笑道， 法官的生活
就是这么有挑战， 往往是以最正义化身
的形象， 接触着社会最负面的纠纷和情
绪。 仅有法官的身份不可能直接获得尊
重和信任， 仅以法官的资格也不可能直
接化解干戈， 当事人能看到的， 只有法
官对人对事的细节： 是否认真？ 是否真
诚？ 这才是他们衡量法官是否值得尊重
的标准， 也是他们衡量法律是否公正的
来源。

时间

法官的时间哪去了？ 王臻捋了下散
落在额前的头发感言， 这其中有几个主
要的方面所占用法官的时间最多。

“首先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 就
很繁杂。” 王臻经常被当事人问到这样
的问题： “王法官， 你说， 我还要提供
什么材料， 你才可以判我赢？” 这样的
当事人是把法院看作了行政机关， 他们
领取结婚证和房产证的经验告诉他们：
交齐了材料就应该领到证！ 他们不能理
解凭啥法院不按套路出牌， 而民事诉讼
的程序是如此特殊， 岂是任何一个行政
审核的程序可以比拟， 对法律不熟悉的
当事人当然无法容忍。

“加起来， 我和同事们平时办案的
工序有三四十道。” 谈到办案程序， 王
臻这会掰着手指跟我盘点： 一个简单的
诉讼案件， 法官要经历阅卷、 制作应诉
材料 、 送达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 、 开
庭、 制作法律文书、 宣判、 送达法律文
书 、 法综系统填写和报结 、 装卷 、 检
查、 归档。 有的一个普通诉讼案件还可
能经历阅卷 、 制作应诉材料及保全裁
定、 保全程序、 保全异议及听证、 管辖
异议后移交立案庭、 出具管辖裁定、 上
诉、 二审出具管辖裁定、 退卷后送达开
庭传票、 开庭中分配举证责任、 提出鉴
定或评估申请、 移交鉴定评估材料、 送
达书面缴费通知、 通知双方当事人勘察
现场、 退卷后送达鉴定意见书及传票、
第二次开庭分配举证责任、 调解、 制作
简转普裁定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送
达传票及合议庭通知、 第三次开庭、 合
议庭评议、 制作审委会汇报材料、 提交
审委会讨论、 制作法律文书、 宣判、 送
达法律文书、 收到上诉状后送达对方、
通知上诉方制作判后释明答疑、 法综系

统填写和报结、 装卷、 检查、 归档后借
卷、 移送二审法院。 “更何况， 基层的
民事法官手中， 常年都会保持有 50 至
100 个不等的未结案件， 甚至更多”。

见记者听得头都晕了难以一一笔

记。 王臻感叹， 法官的忙碌与烦恼， 是
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法律规定并不很明确的程序， 法
官也不得不做。” 王臻举例说， 有一次
一下子来了几个关联案件， 原告有自然
人也有企业， 被告均有多名， 案由也多
样， 但均有一名被告为甲公司， 原告均
于起诉时就申请保全被告甲公司的财

产， 王臻费劲耗时地花了几天时间， 按
照原告提供的财产线索相继查封了甲公

司的多个账户、 厂房及土地。 甲公司很
快到法院申请要求对诉讼保全进行反担

保， 提供的担保财产是案外人的房屋，
由于甲公司的厂房和土地价值确实远远

超过这些案件总的标的， 在王臻的解释
下， 这些原告也均表示愿意接受反担保
财产， 书记员通知了每个案件的原被告
进行听证， 然后把案外人及其提供的担
保财产的共有人通知到法院制作笔录予

以释明及风险告知， 再将所有担保财产
进行查封， 最后再一一把每个案件已经
查封的甲公司的财产予以解封， 这个过
程前后耗费了近两周时间， 几十次的在
银行、 房管部门、 土管部门奔波， 其实
在保全的环节， 不同的法官可能会有不
同的看法与做法， 但是差异却要在最后
的执行效果中才会显现出来。 除此， 如
鉴定和评估的辅助工作也需法官凭经验

决定方法， 因交鉴定评估部门的证据应
当是有效的证据， 故有经验的法官均会
在移交前质证证据； 如果是对比类的鉴
定， 如何找出双方都最容易认可的对比
检材十分重要； 如果是现场勘察类的，
承办法官全程的经历也是必须的， 有助
于进一步的了解案情走向； 而如果是民
事行为能力测试则更为艰难， 如果预测
结果不利， 当事人不予配合到场鉴定，
而无形中增长了审限。

“与当事人的沟通所占用时间和精
力惊人。” 王臻吸了口气话锋一转， 法
官办案的每个步骤都可概括为信息的交

换， 沟通是法官最重要的工作与技能，
每一法官都会有这样的苦恼： 如何应对
当事人的倾诉？ 如何提高沟通的效率？
当事人在每一个环节都会抓住机会向法

官倾诉， 他们始终认为， 倾诉得越多，
越能得到法官的倾向。 所以如果法官打
断他的倾诉， 他会怀疑你的公正； 如果
法官限制他的倾诉， 他几乎已经定性你
为不公正。

所以在很多时候， 王臻不得不忍耐
着倾听， 哪怕只是为了衡平当事人的情
绪 ， 但这确实让忙碌的法官 “负担 ”
很重 。 王臻告诉我 ， 一天下午 ， 她开
完一个庭已近 4 点 ， 走出法庭 ， 就看
到了自己手中的一个民间借贷案件的

原告张某已经在大厅等候了， 法警说：
他已经等了 1 个小时了 。 这样 ， 王臻
又与他们 “面谈 ” 了一个多小时 ， 预
计好下班前完成的判决书， 又要加班制
作了。

“对不起 ， 我接个电话 。” 手机响
了 ， 采访中 ， 王臻歉意地轻声对记者
说 。 看着眼前的王臻 ， 听着呢喃的软
语， 忙碌中的她依然享受着她的生活。
而这种享受 ， 有着她选择并坚持的理
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