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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法院执行员刘瑾

实实在在为当事人解决问题

“马村法院的干警救了我们全家，
我感谢王小平书记、感谢刘瑾、感谢李
晓峰，感谢……”6月 16日 9时 30分，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正在组织
全体干警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群众评价会暨活动推进会”。到了
群众评价环节，一名年近七旬的老太
太用了足足 10 分钟填了评价表，站起
来趔趄着走向投票箱，突然抑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向干警鞠躬，泣不成声。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这名老太太离
开了会场。

老太太叫胡晓华 （化名），因为儿
子不给付孙女的抚养费而将儿子告上了
法庭。从起诉到结案，不到3个月，胡
晓华孙女的2万余元抚养费就执行到位
了。

胡晓华来法院立案的时候，刘瑾还
在立案庭接待，从那时起，胡晓华的家
事便由刘瑾“管”了起来。

胡晓华与丈夫育有二女二男。因为
二儿子智力有点问题，胡晓华从小就偏
向他，帮他找了媳妇并安排了工作。结
婚后，儿媳生了一女小慧 （化名）。小
慧自小身体不好，一直由胡晓华抚养。
如今小慧都 23 岁了，常年服药卧床。
不久前，胡晓华的丈夫刚做了食道癌手
术，实在没多余的钱给小慧治病了。万
般无奈之下，只好求助法院，要求儿子
给付孙女抚养费。

胡晓华说：“是刘瑾帮我找的法律
援助律师，帮我打了这场官司，并帮我
执行，才使孙女拿到了2万元钱。我活
了这么大岁数，还没有见过像刘瑾这
样，有耐心、心肠好、负责任的好人。”

“犟犊子”

没见到刘瑾之前，还以为是一个貌
似女侠的大大咧咧的执行员，没想到，
刘瑾人如其名，连笑中也带着严谨。

现年 42 岁的刘瑾祖籍上海，出生
于新疆。从小跟着当兵的父亲“南征北
战”，使刘瑾既有南方人的温婉，又有
北方人的倔强和豪爽。

12 岁的时候，一家人随父亲从新
疆转业到焦作。那时候，母亲在一家纺
织厂工作，要三班倒，工作强度大，于
是，刘瑾就把给一家人做饭的任务承包
了起来。周末，她还到厂里给母亲送
饭，有时候替母亲看机器，让母亲多休
息一会儿。18 岁考大学的时候，母亲
得了很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刘瑾为此放
弃学业，专门在家照顾母亲，任父母怎
么说，刘瑾都不愿意再去考大学。父亲
还为此生气地打了她。她流着眼泪，还
是执意在家照顾母亲。至今提起这事，
父亲还说，刘瑾是个“犟犊子”。

1989 年，刘瑾调入马村区人民法
院任司法统计报表员。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刘瑾仍旧是回了家就给母亲做饭洗
衣。不起眼的工作岗位，刘瑾认真干
着。那个时候，没有电子化办公，所有
报表都是手抄笔写，工作量很大。刘瑾
认真仔细、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避免
了统计上的失误，做到了报表零差错、
无迟报漏报、按时合规完成上级交付的
司法统计分析工作。由于成绩突出，年
年为马村法院赢得省市司法统计工作先
进法院的荣誉称号。

正是因为刘瑾的认真细致，后来她
被调去执行局担任内勤，从此和执行工
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在这里，一个
个案件的当事人走进了她的视野。

“亲妹子”

待王街道办事处的徐小琴 40 多岁
了，大大的眼睛，鹅蛋脸，平日里总在
脑后梳着个大粗辫子。

那个周日，刘瑾到菜市场买菜，一
眼在人群中看到了穿着粉色羽绒服的徐
小琴。徐小琴还是那副打扮，粉色羽绒
服旧得都快看不出真面目了，但面色却
好了许多，拿着一捆芹菜就往刘瑾手里
送：“亲妹子呀，我们家要不是你，真
不知道咋过了……”

徐小琴的丈夫给村里一车主外出开
大车，不幸身亡。留下徐小琴和3个未
成年的孩子相依为命。失去生活依靠的
徐小琴被迫到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度日。
徐小琴和车主私下达成了 14 万元的赔
偿协议，车主履行了3万元之后，便没
有了下文。万般无奈之下，徐小琴到马
村法院起诉了车主，法院支持了徐小琴
的诉讼请求。但车主为了躲避赔偿义
务，把财产转移了。

负责执行此案的正是刘瑾。每次徐
小琴来，刘瑾都热情接待，好言安抚，
带她吃饭，给徐小琴的孩子买玩具，还
自己出钱救济徐小琴。

2011 年的冬天，徐小琴所在的村
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实施迁坟，久久拿不
到赔偿款的徐小琴又来到了刘瑾的办公
室。

“妹子呀，没法活了呀，我去他家
（车主） 要账，他们家人竟然把我拖出
来！我一个孤儿寡母去哪儿喊冤啊！”

“小琴，你的事既然已经经过公家
了，你还怕他跑了不成？相信法律会还
你一个公道。”

“妹子，我家的三个孩子都要上学
呀，我这情况哪里供应得起啊！”说着，
伸出满是血痕的手给刘瑾看。为了生
计，徐小琴在工地上搬砖，弄得手上都是
血口子。

刘瑾拿来自己的护手霜就给徐小琴
涂，告诉她以后干活要戴上手套。

徐小琴伸着双手，让刘瑾帮她涂抹：
“我想好了，妹子，我们村正在迁坟，我想

把我孩子他爸的棺材抬到他家（车主）
去，看他给钱不给！”

被执行人是个 30 多岁的小伙儿，
个头高大，在外经营运输生意多年，对
于刘瑾的执行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曾
经托人请刘瑾吃饭，还送来 2000 元现
金，被刘瑾严辞拒绝之后多次声称：“来
执行吧，一分钱没有！看你能把我咋
地！”

令被执行人没想到的是，刘瑾“软硬
不吃”，数十次深入被执行人所在村子，
依靠干部群众搜集被执行人的财产情
况，在多次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对被执
行人实施了强制拘留措施。从拘留所出
来后，被执行人仍对着刘瑾恶语相向：

“没钱！有命！你再拘留！”
刘瑾一面安抚徐小琴不要着急，另

一方面继续找村干部做被执行人父亲的
工作。

最终，被执行人被刘瑾的无畏和坚
持所感动，终于低头，向法院承诺，等保
险赔偿款下来后立即给付徐小琴余下的
赔偿款，并答应在这笔钱未到账之前，一

个月支付徐小琴母子 1000 元。2012
年的大半年，徐小琴每个月都能从刘
瑾那里领走1000元。

2012年11月的那天，刘瑾难以忘
记。临近中午，被执行人提来了一个
邮政储蓄的无纺布袋，朝刘瑾的办公
桌上一推说：“姐，数数，这是9万元！”

下午一上班，徐小琴穿着那件粉
红色羽绒服，赶到法院，浑身脏兮兮，
像是刚从工地上下来。

“小琴，数数，他们欠你的钱都在
这儿啦！”

徐小琴摸着桌上一沓沓的钱，突
然放声大哭：“孩子他爹，这可是你的
命钱啊，是咱亲妹子给你要回来了
呀！”

一桩闹了 4 年的官司尘埃落定，
由此，徐小琴多了个“亲妹子”刘瑾。

“亲闺女”

“这老两口是我承办案子的当事
人，我当时和刘瑾一块儿去给老人的
大儿子做工作，让其拿出赡养费。做
了大半年工作，大儿子才把钱交到法
院。”刘瑾的同事李林鹏介绍说，“马村
区庙前村的张怀妮老夫妇，于2007年
经法院调解，确定其大儿子每月给付
60 元赡养费。每次其大儿子交来赡
养费，我和刘瑾就去送给老两口。后
来老人不申请了，其大儿子也自愿交
了，刘瑾还自愿做个中间人。从 2007
年到现在都 7 年了，刘瑾的工作岗位
也换了，来交老人赡养费的人换来换
去，一会儿是老人的孙女、一会儿是老
人的儿媳，一会儿是老人的孙媳，他们
都认准了刘瑾，都把钱交给刘瑾。我
这承办人倒成了外人了！”

2014 年 6 月底的一天，天气闷闷
的。老人大儿子的赡养费交到了法
院，刘瑾拿好材料，叫上同事，驱车到
几十里外的山村给老两口送赡养费。

警车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刘
瑾下车买了袋香蕉，又去副食店买了
一箱牛奶。

警车继续前行，开到了山前的村
庄，刘瑾下了车，往山后走去。“大
娘一定还是在山后面的荒地里干
活。”刘瑾对同行的同事说。果真，
过了一会儿，刘瑾搀着大娘回来了。

大娘打开了大门，进了屋子。一
会儿，一兜子花椒、一箱柿子干、一
兜子核桃摆在了刘瑾的面前。

刘瑾掏出200元钱塞给大娘。
大娘使劲推着：“闺女，这几年

你为俺两口操心了，比俺亲闺女还
亲，亲闺女来看我还没你勤呢！”

“大娘，我收着就是了。这是小
勇 （老人大儿子） 给你的。”刘瑾又
拿出360元赡养费递给大娘。

大娘接过钱的那一刻，眼圈红
了：“我都80岁了，还能等几天呢？”

“大娘，您放心，等小勇过年打
工回来的时候，我去找他谈谈，让他
来看您啊！”

“哎，别管他了！这个没良心的
孩子，那么难的日子，我把他养大又
给他盖房子娶妻生子，到头来竟然不
认我这个老太婆！总归法院的亲闺女
给我做主……”

2014 年刘瑾作为焦作市第八批
“我身边的好人”，被省市多家媒体报
道，被市中院推荐为全省法院优秀共
产党员。

“知心姐”

“刘瑾是个职业素养很高的同
志。2001 年她去新疆探亲，来回路
途都要三四天的时间，但为了完成
一项紧急司法统计任务，刘瑾原本
半个月的假期自己给缩水了一个星
期。不夸张地说，谁把工作交给她都
放心。” 原办公室主任刘建斌说。

1998 年以来的执行案件，不管
是新案还是老案，几乎每一起执行案
件刘瑾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社区、
村镇、企业、田间，她的足迹走遍了
每个执行现场。和她打过交道的当事
人累计千人，经她手处置的执行款超
过百万元，没有出过一起差错，没有
一起投诉。当事人都说，这个“闺
女”说话好听，讲法也讲理，不嫌弃
我们啰嗦，是个好人！很多来执行局
办事的群众都指名要求刘瑾接待答
复，为了能让刘瑾接待，他们宁可在
她办公室门口的长凳上排队等待。

“刘瑾知道群众想听什么，想要
什么。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可能十
几年如一日这样坚持的。我们院的意
见箱里一大半都是写给刘瑾的表扬
信。” 院监察室主任石志炜说。

马村区白庄村的刘大姐因生活坎
坷，精神极度苦闷，想要诉讼离婚。
在立案窗口，刘瑾连续三天和她约好
时间接待她，耐心地听完刘大姐的哭
诉，满怀同情地为其拂去心酸往事的
积尘。一方面排解其心中的郁闷，另
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为其分析现实的
状况。刘瑾丝丝入扣地讲述起到了效
果，刘大姐渐渐不再哭泣，信服地倾
听刘瑾的建议，迷茫的眼睛也开始重
新闪动起希望的光。三天后，刘大姐
决定不再起诉，为此她非常感激刘
瑾，文化程度不高的她特意委托别人
设计制作了一封装帧精美的感谢信送
到了法院，夸刘瑾是人民的好法官，
老百姓的知心大姐。

刘瑾有一个过人之处：凡是和她
打过交道的当事人都会感受到她的亲
切，把她当成贴心人，当成自家人。

一次，正在上班的刘瑾接到一个
电话。打电话的人说她是何某，就在
法院门口，有事找刘瑾，让她快点出
来。何某是几年前刘瑾负责的一起执
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当时为了给
她执行到赔偿款，刘瑾没黑没白地忙
了几个月，保护了这名妇女的合法权
益，案件顺利执结。这都过去几年
了，刘瑾猜不透为什么她今天突然找
自己。到了法院门口，何某把一个塑
料袋塞到刘瑾手里，说这是一袋子
杏，让刘瑾尝尝。刘瑾急忙推辞。何
某笑着说：“这是自家树上结的，绿
色食品，你就收下吧。”

“以真心换真心，执行法官应该
做的一件小事，却得到了群众真心的
回报。还有什么比群众的信赖更让人
高兴呢？”刘瑾说。

一名女法官，仿佛天生就有一种魔
力，再棘手的案子，到了她手里，一件
件都被化解，再难缠的当事人，经她开
导，一个个都成了她的“亲人”。

刘瑾在履行着一名法官的承诺。这
个承诺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写在纸上
的，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刘瑾把老
百姓当亲人，老百姓也把她当亲妹子、
亲闺女。

“亲人”，是血浓于水的不可割断的
一种情感。刘瑾以真心换真心，把老百

姓的事当自己的事办，把老百姓当作
自己的亲戚。她的真诚赢得了老百姓
的认可，他们也把刘瑾当作自己的亲
人。在战争年代，是“亲人”的纽带
凝结了所有的同胞，推翻了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得以获得
自由和解放。在和平时代，到群众中
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让群众安居乐业，这才是一
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修为。刘瑾把握住
了共产党员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这种把握来自她长期以来养成的对人
民群众的天然情感。臧克家说过，

“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
活”——刘瑾就是这样的人！

“法者，治之端也”。而官吏守
法和秉公执法更是关键。“法律之
内，应有天理人情在”。在为当事
人服务的过程中，刘瑾不仅是一个
好人，更是一个公正的人，满腔热
诚的人，不怕邪恶的人，不怕麻烦
的人。

采风周刊：听说您在家排行老
二，家里家外都是您操持？

刘瑾：从小养成这种习惯了。我
的老家在上海，我出生于 70 年代
初，小时候，跟随父亲在新疆的部
队。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体
弱多病但却要强，一个人带着我们姊
妹四个，特别支持父亲的工作，从不
因为家里的事拖累父亲。看着父母辛
苦，我就心疼，心想我多干一点，父
母就少干一点。5岁的时候，个子还
够不着案板，就踩在小凳子上蒸馍、
切菜。人家都是放了学到处玩，我是
一放学就往家跑，帮母亲做家务、做
饭。有时候，母亲在街道工厂上班，
我打理完姊妹们吃饭，就又跑去工厂
给母亲送饭。看着母亲能轻松一会
儿，我打心眼儿里觉得安慰。参加工
作以来，总是对那些求助到法院来的
当事人心存恻隐，觉得他们也是如此
艰难，不由得对父母的那种感情转化

到了他们身上。他们的事能让我几天吃
不好饭、睡不好觉，直到给他们解决
了，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

采风周刊：听说您的母亲病了 25
年不能正常进食，您在照顾母亲和工作
这两方面是怎么兼顾的？

刘瑾：我 18 岁的时候，母亲被诊
断出患了多发性皮肌炎，食管狭窄，只
能食用流质食物。母亲因为疾病折磨，
年纪轻轻牙齿一颗颗脱落，身体瘦得皮
包骨头，抵抗力极弱，但是母亲很坚
强。她鼓励我们姊妹几个不能耽误工
作，还不断地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母
亲总是给我们讲“吃亏人常在”，所
以，我们姊妹几个不怕吃亏，也乐于吃
亏，自己亏了，亏的只是金钱，却赚得

了尊严和良心。工作中，看着那些无助
的当事人，我能体会到只要有一张笑
脸、一杯热水、一句暖心的话就能让他
们感受到温暖，这样一些举手之劳我为
什么不去做呢？为他们排忧解难，本来
就是我的工作，我都要把它做好。这和
孝敬母亲一点也不矛盾。

采风周刊：听说您的父亲原来是区
检察院的检察长。他对您的职业有什么
影响？

刘瑾：用我母亲的话说，我父亲就
是个“工作狂”，家里的事一点也不
管。但是父亲在他几十年的干部生涯
中，却是出了名的“实干家”。父亲从
部队转业到检察院后，为了尽快熟悉业
务，两年之内，拿了 4 个“专业证

书”，每回业务考试都是第一名。父亲
闲暇之余，开荒种菜，总是将菜送给那
些家里困难的人。受父亲影响，我对我
的工作也是一丝不苟。

采风周刊：听说您没去上大学，法
律功底却很扎实？

刘瑾：到了法院，我先从司法统
计报表员做起，那时候，我就开始报
了法院系统办的夜校，并取得了大专
的法律文凭。后来，我又报了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一步步将法律本科学业
攻读下来。工作中间学知识，多亏母
亲的鼓励和同事们的帮助。母亲虽然
不能做家务，却非常支持我的学习和
工作，总是给我打劲，让我以大局为
重，加强学习。

采风周刊：听说您的女儿都上高
中了，还曾经给院长写过信，要求给
您放假休息？

刘瑾：女儿从小比较能吃苦，学
舞蹈绘画，都不错，但是脾气性格比
较倔强。她上小学的时候， 2006
年，正好赶上我在执行局搞清理执
行积案，晚上我把全局几百件案子
梳理上报，协调下一步执行方向和
方法，白天跟同事们继续下去执
行。那时候连着几个月没有休息
过，自己累得患了轻微的肾炎，但
为了全院的工作进度，我咬牙坚持
着，没有休息。女儿见我如此辛
苦，小家伙心疼得直哭，在我不知
道的情况下，竟然写了一封信给当

时的原大峰院长，要求给予我假
期，或者让我调个工作岗位。

采风周刊：您结了这么多“穷
亲戚”，没觉得麻烦吗？

刘瑾：真心换真心啊。其实在
和当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没一个
老百姓是所谓的“刁民”，只是他
们冤屈没处诉，没有人能耐心听
他们的委屈罢了。人心都是肉长
的，作为一名法官，就是要深入
了解民之所需、民之所求，实实
在在为他们解决点问题，包括解
开思想上的疙瘩，包括尊重他
们，不嫌弃他们。法官肩负的不
仅仅是依法办案，依法维权，更
重要的是要让民众心顺、气畅，
这也是干事创业的前提。我的

“穷亲戚”们对我也真好，他们经
常来给我送点自己种的白菜、红
薯等，我要不断、更好地回馈他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