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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

——聆听全国优秀法官顾雪红讲述她的办案故事

永远追求优秀向上的生命的磁力

作为一名法官，我处理过很多离婚
案件，有很多看似无法挽回的婚姻，最终
又回归到幸福的轨道上。而婚姻回归幸
福的秘诀，无疑是夫妻间宽容对待彼此。

——顾雪红

缓一缓 等待幸福来敲门

这原本是幸福的一家子。老李夫妇
与小女儿李燕、女婿郑庆（系入赘）共同
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李燕与郑庆婚后生
育了一女一子。老李家住城郊，历经两
次政府拆迁，原先的五间平瓦房被拆除，
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老李家兴建了三
上三下楼房一幢（两层），因家中人多，又
在该二层楼房上自行添加了第三层。

老李夫妇操持着家务，李燕与郑庆
在当地打工，孙子孙女在学校上学，日子
平平淡淡却不失和谐。老李家不远处是
装饰城，来来往往的客商让个本不起眼
的村落变得繁华起来。一家人看到了商
机，决定在紧挨楼房后墙搭建两层简易
楼房用于经营浴室，原来居住的楼房也
一并被打通用于浴室，这让原本住得还
算安逸的房屋变得拥挤。于是经向村里
申请，以李燕、郑庆为主出资在离前述房
屋不远处的地方又建造了一座三上三下
楼房（无建房审批手续），为建房向亲朋
好友筹借了20余万元。在浴室经营中，
老李帮助收取浴资、掌管钱物，李燕两口
子忙里忙外，一家子倒也和和美美，相安
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2009年，一个叫赵
林的男人闯进了李燕的生活，与李燕纠
缠不清，打破了一家人的宁静。郑庆与
李燕情感出现裂痕，生活中的矛盾也多
了起来。为情所惑的李燕，不能忍受日
渐升级的夫妻矛盾，一纸离婚诉状递交
到法庭。案件正好由我审理，在了解到
上述情况后，我百般劝说李燕能够念在
夫妻情份及一双儿女的健康成长，消除
离婚的念头。

可此时的李燕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
话，包括父母的劝告。面对李燕的去意
已决，天生一只耳朵残疾的郑庆断然同
意了离婚，唯一的条件就是儿子随其生
活。就这样，李燕郑庆协议离婚，女儿由
李燕抚养，儿子由郑庆抚养，并约定了各
自的抚养义务。由于涉及家庭其他成员
的财产，故双方同意暂不处理财产，另行
解决。随后在间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老李夫妇就以原告的身份将李燕、郑庆
二人诉至法庭，要求分家析产。我先后
多次到老李家查看房屋的实际情况，在
那里听到最多的是周围邻居的惋惜声，
昔日红红火火的浴室让多少人羡慕过，
如今家不像个家，日子不像过日子。我
突然萌生出让李燕、郑庆和好的念头，这
样不就能够避免房产之争了吗？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多次邀请当地
村干部召集双方进行调解。事实上，李
燕在离婚后不久就后悔了，随着不断深
入做工作，发现郑庆出奇的固执，认定既
然已经离婚了就不可能再复合，摆出一
副开不开浴室与己无关，该分的财产一
个子儿也不能少的强硬态度。天有不测
风云，一天上午，李燕来到办公室，称老
李心脏病突发不治而亡，安抚了李燕一
番后，决定案子先中止，等老李的其他继
承人表示是否参与诉讼再说。

原以为这或许可以促成李燕与郑庆
和好，但事情并没有预料中顺利，郑庆对
李燕当初的背叛耿耿于怀，丧事办完了，
日子照旧，没能改善什么。接下来，老李
的另外两个女儿相继表示不参加诉讼，
其应得的财产份额均赠与给母亲。没多
久，李燕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闻此喜讯
后，我不禁同情这个女儿，长期生活在这
样矛盾重重的家庭，要承受多少的无奈

与委屈啊，凭着模糊记忆中的印象，我买
了一套运动服让李燕转交给她，告诉她
这是一个法官阿姨的心意，希望她能够
自立自强，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一个家庭，在我处理案件的过程中，
发生了这样多的事情，这让我难以平静，
我不想也不愿看到一个已然破碎不堪的
家庭再次陷入坍塌的境地，我决定再组
织一次调解，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一条别
样的路来，将浴室重新开张，即使是朋
友，或者是基于信任的生意伙伴。调解
工作依然是艰难的，李燕和她的妈妈不
反对我的观点，而郑庆始终走不出心中
的那道坎儿。虽然最后我没有能够如愿
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但是我在结束调解
时留下这么一段话：“作为一个法官，我
只要查清楚事实，对照好法律，总能作出
一份判决。但是我希望你们将浴室正常
经营下去，这样产生的利益如同做乘法，
反则如同做除法，甚至是负利益，你们经

营了多年的浴室，这其中的道理比任何
人都清楚。在你们闹矛盾的日子里，有
谁去还过一分钱的债，有谁去在意过子
女心中的感受，希望你们放下心中的怨
恨，既往不咎，不为这个大家庭，也要为
子女着想，更要对当初为筹建浴室慷慨
解囊的亲友们负责！”

过了几天，李燕陪着她的妈妈来到
法庭时，我告诉她们，在离婚案件中，郑
庆没有任何过错，李燕的行为对其已造
成伤害，然而随后老李夫妇启动的分家
析产案件，无疑增加了郑庆的抵触情绪，
如果要让郑庆的态度转变，不能总让他
处于这样的案件争执之中，是否可以考
虑将析产之事先缓一缓呢，也许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李燕妈妈经历了这么
多事情，表示同意先撤诉。案件最终以
裁定准许撤诉而结束了，作为一名法官
我也算是尽力了，老李家的事情随着繁
忙的工作而被淡忘了。

2012年，李燕的代理律师告诉我，
后来郑庆在多方协调下，同意与李燕一
起开浴室，尽管两人暂时没有复婚，但现
在亲友的债务也还得差不多了，两人感
情也越来越好，正考虑为了孩子，再度走
在一起。这一席话，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幸福也许正守在不远处。缓一缓，
就可以等到她来轻轻敲门。

这对80后的幸福背影

2011年下半年，我承办了一起80后
的离婚案件，之所以令我难忘，因为男方
审理过程中态度的激烈。小刘（女）与小
吴是经人介绍相识不久结婚的，婚后生
育了一女。小吴的工作不算好，收入也
不算高，为了用钱问题两人时常发生争
吵，小吴稍有不顺心就对小刘嚷嚷几
句。小刘的父母也嫌弃小吴不学无术，
不能善待女儿，担负不起家庭责任，言语

中自然数落小吴的诸多不是，这让年
轻气盛的小吴一直不悦，为了一点小
事就与小刘斗气吵嘴，甚至当着小刘
父母的面打了小刘。这下小刘的父母
不依了，坚决支持女儿起诉离婚。

我在接手该案件时，电话通知双
方前来调解，因为考虑到是第一次诉
讼，着重从调解和好的角度做工作。
小吴坚决不同意离婚，当着我的面频
频向小刘认错，承认自己做得不对，表
示不是真的要打小刘，因为凭他的个
头十个小刘都经不起打的。尽管如
此，小刘态度坚决：这婚一定要离！听
了这话，小吴沉不住气了，一边说着
“我死也不同意离婚”，一边就冲出法
庭，速度之快我拦也拦不住，紧接着就
听见大门外的保安叫了起来：“有人喝
农药了！”

原来，为了逃避安检，小吴来调解
之前悄悄地将一瓶“敌敌畏”藏在法庭
门外垃圾桶旁不起眼的地方。当他见
小刘坚决要与其离婚时，想以死来表
白，于是出现了之前的那一幕。当我
们将那瓶“敌敌畏”从小吴手中奋力夺
回时，他已经连喝了两口，情况紧急，
我们立即带人用法庭的警车将小吴送
到最近的医院抢救。

边抢救小吴边嚷着“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喊完就拔掉了输液
的针头。“你真的要放弃，任何人都救
不了你，命都没有了，你以死来维护的
婚姻有何意义，你的死又有何价值，你
若真的很在乎这个家，就不该做傻事，
而是要改掉坏习惯，求得小刘的谅解，
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配合医生治
疗，小刘的工作由我们来做。”听我说
完，小吴开始安静地任由医生为其洗
胃。

而此时抢救室外，小刘傻傻地站
着。小吴出乎意料地喝农药自杀，让
她十分震惊，我趁机对她说：“你们都
还年轻，难免任性与浮躁，少了迁就与
宽容，就容易产生矛盾，但毕竟你们还
有一个女儿，总不能因你们年轻犯下
的错，让女儿失去父亲，一辈子生活在
阴影里吧。小吴现在的情绪很低落很
需要你，你是唯一真正可以帮助他恢
复信心，带来生的希望的人，赶紧回到
他的身边，好好照顾他吧……”

一个星期后，小吴与小刘来到法
庭，感谢我们法庭在关键时刻挽救了
小吴的生命。经过此次事件后，他俩
终于明白婚姻生活中各自应承担的责
任，希望在法庭的见证下，为他们办理
和好手续。大约几个月后，书记员小
章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周末的晚上，
他陪女儿看完电影出来后，看见一对
年轻人很眼熟，仔细看后发现竟然是
小刘与小吴，当时两人有说有笑，手挽
着手，十分幸福的样子。如果当初没
能及时发现小吴喝农药，没能及时送
去抢救，或者没有就着当时的情境去
做疏导工作，如今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的呢？

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着这对年轻
人，希望他们永远幸福。

以更成熟的标准选对正
确的人

我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总是竭力
修复每一对失和的夫妻关系，让他们
重归于好，或者设法让面临破碎的家
庭和好如初，但很多时候，感觉自己空
有一腔热情，却无回天之力。现实终
归是现实，我们不可能违背规律办事，
当两个人无法再并肩前行，相守成为
一种痛时，或许选择放手，可以开启幸
福的另一扇门。

都是教师出身的小陈（男）与小柯
经人介绍相识，相处不到半年就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幸福甜蜜，不
久就生育了一个女儿。小陈不断追求
进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南京某
校攻读研究生学位。两人自然聚少离
多，小陈一有空就赶回家与妻儿相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难免为了
现实生活中的琐碎之事产生意见分
歧，久而久之逐渐疏远，小陈也不像从
前那么频繁地回家了。小柯心中不
满，说不出的怀疑，为此，双方见面即
吵，谁也不让谁，当初的恩爱荡然无
存，终于有一天小陈忍受不住了，2013
年5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调解中，小柯向我哭诉其是如何
关心体谅小陈，是小陈现在到大城市
发展，变了心了，嫌弃她和女儿，她根
本没有错，女儿还小，坚决不同意离
婚。然而小陈表示分开生活才真正发
现两个人性格差异太大，既然两个人
不合适，就不该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
这一次离不了，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
离不了，第三次再起诉，直至法院判决
离婚为止，态度甚是坚决。

经过两次接触，我也发现两个人
学历层次较高，个性极强，尽管并没有
原则性的问题，但是横在两个人之间
的鸿沟就是个性差异，我仿佛看到了
小柯紧紧握住小陈的双手，被小陈迫
不及待地甩开。这婚姻已让两个人筋
疲力尽，小柯嘴里不说，但她比任何人
更清楚这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是
倔强的她不想承认而已。小柯终于在
一次电话调解中同意了离婚，前提是
小陈要拿出50万元作为对她的补偿。

我体会到小柯仍然对婚姻抱着一
丝幻念，所以用如此苛刻的条件来难
为因一直读书没有积蓄的小陈，想让
他却步。我不想看着她纠结，一针见
血地告诉她：“当你费心留住一个人，
而留不住一颗心时，你就应当考虑放
手，长痛不如短痛，你醒醒吧！”小柯哭
了，哭得很厉害，稳定了情绪后平静地
告诉我：“请转告小陈，我同意离婚，考
虑到女儿今后在大城市成长的环境
好，同意女儿随小陈生活，至于小陈对
我的补偿由他自己看着办。”随后，我
通过电话转告了小陈，小陈同意一次
性给小柯4万元，同时也不要小柯承
担女儿的抚养费，而且小柯随时可以
探望女儿。

小柯听到这样的答复，没有再说
什么，只是约了到法庭签协议的时
间。记得签协议的那天，小陈从南京
赶回时已经很晚，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签完了字，办妥了钱款的交接手续，当
我从小柯怀里将他们熟睡的女儿交到
小陈手中时，我的内心极不平静。才
两岁多的小天使，在她甜美的睡梦中
却经历着人生最不完美的时刻，醒来
后将面对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
群，她会怎样？

夜深人静时，我时常会想起他
们。但我并不后悔自己一手“拆散”了
他们的婚姻。当一次婚姻失败而告终
时，也许正是迈向另一幸福婚姻的起
点。他们还如此年轻，相信小柯与小
陈再次选择各自的配偶时，会更审慎，
会以更成熟的标准选对正确的人。

喜欢顾雪红的大气，她也似乎天
生就是个军人的妻子。现在回想有两
件事最对不起她：结婚时婚假才休三
天，部队政工干部集训，急急忙忙走，
她没有一句怨言；1999年生孩子，正
是老兵退伍连队主官必须在，孩子出
生第二天就要赶回部队，她也是没有
一句重话。她就是这样的性格，能扛
住事，事情来了，第一反应是怎样解决
而不是纠结于不安和痛苦。理性强有
涵养有承担，这一点，应该也是一个法
官应该具备的素质吧。

她是个法官，但我天天和战士打

交道，有时候看她也是个成长迅速的
兵。2006年前，感觉带给她的教育比较
多，鼓励她独立洒脱做事迎难而上。2006
年以后，她到法庭当庭长后，一年500多个
案子的积累让她成长得很快，倒是她处事
的方式态度常带给我启发。

我们没有一天失联，每天晚上10点
准时通电话。作为丈夫，最了解她电话会
有两种状态：一是顺利审理一个有难度的
案件后，她的如释重负甚至得意洋洋，和
你反复讲述说服对方的语言，如何各个击

破当事人，案件在哪里时柳暗花明出现转
机，我听得很仔细，她的压力其实很大需
要一个倾诉的出口。但到11点，必须命令
她停止，因为过度兴奋会让她休息不好，
想想第二天早晨6点就要起床，开车送孩
子到校，庭里还有那么多案子等着她。第
二种状态是一通电话就感觉电话那边像
头小猫，没精打采的，我知道她是实在太
累了，问候两句便迅速把电话挂掉，我希
望她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我们都是热爱工作的人，都是在工

作中找到幸福感的人。我喜欢她对事业
有着执着的追求，可以说，热爱事业不是
我们两地分居感情的障碍，而是情感的黏
合剂。但有一点，我时刻关注她的健康。
作为法官的家属，我知道一名基层法庭的
女法官工作压力有多大，有两年每年平均
700个案件。她还有两边老人要照顾，孩
子要照顾、要教育。一次电话里，她说感
觉奇怪，怎么再好的风景看了都厌烦。说
实话，我听了很心酸，我知道，只有长期单
一工作环境和压力才会产生这样的感

觉。现在她作为庭长，我倒是鼓励她多
培养年轻人，多研究庭务管理，多发挥
团队的最大潜能，能让自己多一点时
间，从似乎总也办不完的个案中解脱出
来。听雪红说，全省法院正在进行基层
法官案件饱和度调研，真希望看到老婆
有一天能够更从容、更适度地办案，而
不是天天像拼命三郎那样“赶”。

今年五一后想和雪红再去趟杭
州。结婚这么多年，和她一起旅游就是
2004年5月结婚6周年时去的杭州，我

们都特别喜欢那座城市。记得那次
去的西湖边，西湖边上的林隐寺有一
块“心愿壁”，石壁上密密麻麻刻着许
多字。雪红跳起来够到了一个“得”
字，把她高兴的，说得到了得到了。当
时我的泪就下来了，跟着我一个当兵
的，你说她得到了什么，还这么傻乐！

她后来老笑话我自作多情，说当
时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考试，
怕考不好。摸到这个字后，回去就出
了成绩，高分通过，真是“得”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心无旁骛的
人。每天接触世俗百态但又那么单
纯脱俗。如果说，婚姻是基于仰慕
基础上的长久吸引，我想我很难不
被这股永远追求优秀向上的生命的
磁力吸引。

五月，城春草木深。带着“寻找最美
江苏法官”这一“寻找”的主题，五一小长
假后，记者来到南通如皋这座文化气息
很浓的江北小城，走访如皋市法院开发
区法庭庭长顾雪红。

2012年，刚满36岁时，顾雪红便荣
获全国优秀法官。可以说得上年轻而拥
有殊誉。然而，引发记者强烈“寻找”意
愿的，是她近五年来承办案件逾2000
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482件，调解结案
331件，撤诉结案122件，调解率68.7%的

办案数量和办案质量。
“家庭本应是生活最亲密的部分，

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这样痛的伤害？”
送走一对剑拔弩张的离婚案件当事
人，记者面前的顾雪红，平静的言谈中
略显疲惫忧伤。
“我曾一遍遍读过《安娜·卡列尼

娜》，希望睿智的托尔斯泰帮我从中找
到秘诀。但他老人家只是呈现，用现
实主义手法去呈现，幸福的家庭都是
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的确，悲剧性常成就文学艺术的
不朽。但生活需要更多的幸福，更多
的喜剧。”
“每天的工作让我感觉既是一个需

要去理性判断的法官，也是一个具有艺
术创作空间的编剧。如果婚姻家庭呈现
出的是一幕幕百态人生，自己就要努力
修改剧本，让每一出开端并不美好的悲
剧、苦剧有一个和谐、明亮的结尾。”

总是创作喜剧的编剧，未必是一流
的。但真实的生活，需要这样的编剧。

口述：陆晨光 顾雪红丈夫，
无锡江阴73055部队旅副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