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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白开水

让当事人给得情愿拿得明白【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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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心理 攻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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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一名
法官，还是从她办案开始吧。

做一杯白开水

“刘法官，你不要再费心调解了，
我们已经撕破脸了，再说什么都没有用
了，我要跟他死磕到底！”情绪激动的
李某在电话中喊出这番话，让刘润荔有
些懵了，双方不是已经有调解的转机了
吗，怎么一下子就逆转了？放下电
话，刘润荔想了想，又拨通了对方当
事人胡某的电话，想从他那里了解事
情发生陡变的缘由。打了几次，对方
的电话都没人接听，最后一次竟被挂
断了。“看来真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插
曲，让双方当事人刚舒缓的矛盾又激
化了。”刘润荔心里念到。看看表，已
经是晚上6时43分了，办公桌上热了又
热的中药已经彻底凉了。肚子开始唱空
城计，还是先吃饭，接着想办法，总是
有希望的。

回到家，丈夫已做好了晚饭等她。
丈夫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刘法官，回
家了还在想案子呀？来来来，先吃饭，
吃饱了才有力气想。”丈夫的话让刘润
荔心里一暖，两个人坐下来吃饭。丈夫
说，咱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一碗饭一碗饭
吃出来的，案子也是一件一件办出来
的，饭总有吃噎着的时候，案子也总
有办得不顺的时候，但是饭还是要接
着吃……听着丈夫在那儿絮絮叨叨，刘
润荔心里一动，一个点子从脑中蹦出来
了，“吃也能吃出智慧啊。”

第二天一早，刘润荔就给这桩纠结
的离婚案当事人打电话，让李某和胡某
到法院来一趟。调解室里，李某和胡某
谁也不搭理谁。刘润荔从打印机里取出
两张纸，分给李某和胡某，说：“今天
请你们双方过来，不是为案件怎么判，
现在给你们纸，希望你们静下心来回忆
一下，把你们从大学时代认识开始，对
方为自己做过的事、对自己说过的话一
条一条地写下来，能写多少是多少，写
完了交给我。”李某和胡某都愣住了，
两人有些尴尬地接过刘润荔递去的纸
笔，又回到了座位上。刘润荔给两人各
倒了一杯白开水，让他们慢慢写，不着
急。庭审录像系统里，视频一帧一帧地
走着，监控里的两人似乎都陷入了沉
思。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终
于，丈夫胡某拿起了笔，开始在那张白
纸上写起来。李某跟着也埋头一笔一画
地写着。

没多久，胡某抬起头来说：“刘法
官，请你再给我一张纸。”

“呜……呜……呜……”调解室里
传来呜咽声，李某的头越埋越低了。刘
润荔递过去一张纸巾，李某没有接，也
没有再写。“刘法官，我写不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再写了……”李某哭着说。

胡某看着李某，也许这是两人闹离
婚以来第一次，没有怨怼、没有愤怒的
注视。“刘法官，我知道，即使再问你
要几张纸，也写不完我们的事，我也写
不下去了。”

刘润荔拿过李某的那张纸，纸上有
一句话，“2005 年春节，我发高烧住
院，他在医院守着我，我们在病床前过
了一个甜蜜的新年”。“甜蜜”两个字
上，溅上了泪水，字晕开了。刘润荔有
些感触地说，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两
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日子过久了，矛盾也多了，矛盾堆积多
了，裂痕就来了。是修补还是继续撕
裂，取决于你们经营婚姻的决心。人不
吃饭不行，但饭吃多了、吃快了，也会

被噎着。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杯
白开水，就着水，饭就下去了。边说
着，刘润荔又把倒好的白开水递到李某
手里。

“法官的工作，不仅仅是写一份判
决书，了断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们更愿
意做的，就是做这样的一杯白开水。”
看着刘润荔真诚的眼睛，听着她朴实的
劝导，李某号啕大哭起来。胡某抹了一
把眼泪，走到李某面前，伸出手：“老
婆，走，我带你回家。”丈夫的手近在
咫尺，久违的温情涌上心头，李某拉住
丈夫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丈夫搂着妻
子的肩，离开了法院。

调解室里只剩下刘润荔和书记员小
张，看着李某写的撤诉申请书，刘润荔
的心也跟着湿润了。

这是刘润荔初任法官第二年办的
一起离婚诉讼，撤诉的结果让庭里同

事大跌眼镜。他们都知道，那是一对
怎样的生死冤家啊，原告说不判离婚
就跳楼，被告说财产分给女方就找法
官拼命。

2007 年 10 月至 2012 年 2 月期间，
刘润荔在长寿区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
工作，其间共审理离婚、继承、赡养、
租赁、借款等各类民事案件521件，其
中调解和撤诉结案 378 件，调撤率为
72.56%，扣除公告案件和特别程序审理
的案件，调撤率达85%以上。

2012年3月，刘润荔调入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工作，
3年时间，她审结劳动争议及房地产民
事一审案件 13 件，其中撤诉 4 件，调
解 6 件，撤诉率为 30.77%，调解率为
85.71%；审结民事二审案件 229件，其
中撤诉 48 件，调解 144 件，撤诉率为
20.96%，调解率为81.36%。

不抛弃与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这条因电视剧
《士兵突击》而众所周知的“钢七连精
神”，却是性格温婉的刘润荔始终坚持
的调解信条。

她常说，调解既是用心在交流，更
是用智在角力。

很多同事都感受得到刘润荔对调解
的执著。无论大案小案、案多案少、案
难案易，她绝不放过每个调解的可能。

这个精神的形成，与她当年在长寿
法院办理一起涉及劳企纠纷的集团诉讼
案件大有关系。当时，为了改善空气质
量，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长寿区政府
决定关停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长寿某
水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也在此次关停的
范围内。该厂与部分员工签订协议，解

除了劳动关系。后来劳动者不服纷纷
提起诉讼，长寿法院先后受理近 100
件案件，由刘润荔与另外两名法官组
成合议庭负责审理。

这样的集团诉讼，劳动者人数众
多、矛盾尖锐、情绪对立，加之社会
影响大、媒体关注度高，调解工作一
波三折、举步维艰。

第一波，合议庭3名成员对是否
调解意见不一。考虑到这一系列案件
数量较大，如果调解成功，对个人和
全庭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刘润荔建
议合议庭可以重点进行调解。但是，
另外两名合议庭成员中，一名法官主
张严格走审判程序，快刀斩乱麻；一
名副庭长因工作繁忙，对调解有心无
力。加之他们均认为该系列案件矛盾
尖锐，成功调解的希望渺茫，没必要
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刘润荔
并没有放弃，仍然义无反顾、单枪匹
马地展开了她的调解工作。

第二波，三次询问当事人调解意
愿，三次遭到拒绝。在开庭前，刘润
荔阅卷后，了解了基本案情，便电话
向双方代理人询问当事人的调解意
愿。原告代理人表示被告多年来不仅
克扣劳动者工资，而且没有为劳动者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现在还想以微薄
的代价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当事
人肯定不同意调解；而被告代理人则
称企业没有亏欠劳动者一分钱，双方
没有调解基础。庭审时，面对被告代
理人的滔滔雄辩，众原告据理力争、
群情激奋，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当
审判长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时，
双方均义愤填膺地宣称不同意调解。
休庭后，刘润荔再次拨打了原告代理
人的电话，那位年迈的代理人仍然恼
羞成怒地一再表示就要法院的一纸判
决，不同意调解。

遭遇三次拒绝，刘润荔没有放
弃。

第三波，原告终于抛出一个调
解方案，被告却断然拒绝。通过同
原告代理人及其中几名原告的多次
面谈沟通，终现调解曙光，原告给
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调解方案。刘
润荔马上告知副庭长，副庭长当即
表示愿意出面做被告的调解工作。
但不久，副庭长告诉她，被告认为
原告的要求过高，无法接受调解方
案。可能是心有不甘，又或是相信
自己的判断，刘润荔还是没有放
弃，在被告代理人向她递交代理词
时，她抓住机会再次调解，向被告
代理人阐明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对于
劳动者投诉社会保险费问题的行政
处理流程以及一些投诉成功的典型
案例，掐灭了被告规避法律的侥幸
念头，终于接受了原告的调解方案。

第四波，被告携款当庭兑现，双
方因协议内容再起冲突。在达成调解
协议的当天，双方对给付项目、给付
金额均无异议，仅因是否在调解协议
中加入“双方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债
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不得就此再行
主张任何权利”这一约定，再次发生
纷争。众原告认为双方只是对本案争
议达成调解协议，不能加入该条内
容，否则不同意调解；被告单位则认
为必须加入此条，否则原告肯定还有
其他想法，缺乏诚意，那么调解只有
终止。这样的变故令刘润荔始料未
及，但已势成骑虎。合议庭3个成员
全部出动，一起做双方工作，对争议
的该条约定进行法律释明，总算打消
了原、被告各自的顾虑。

调解，终得圆满。

利人与利己

调解过多少次，调解过多少当事
人，这些数字刘润荔已经记不得了。
在无数次的调解过程中，由于当事人
的反复性和调解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她与许多法官一样，都曾遭遇里外不
是人的尴尬、帮对方不帮自己的猜忌
和功亏一篑的无奈。面对日益繁重的
审判任务，面对那些无理取闹，又或是
得理不饶人的当事人，她也曾对调解
工作感到沮丧、厌倦，甚至想放弃。然
而，促使她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
血，披荆斩棘，将调解进行到底的根本
原因，是她发自内心深深地觉得调解
结案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

利人，是她坚持调解的内在动
力。

因为对实务的了解，刘润荔打心
底觉得，调解是为当事人办实事，做
好事。

一来，调解可解心结、止纷争。
调解不是所谓的“和稀泥”。调解的
前提，是了解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
锁定相关的法律事实。除此之外，就
是要对当事人之间的其他关系予以综
合考虑和评估，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引导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互
谅互让的基础上摒弃前嫌、消除隔
阂、握手言和，从而减少诉讼中的对
抗性，从根本上化解当事人的心结，
彻底解决纠纷，防止案件的矛盾升
级，使当事人能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重新投入到生活中。

二来，调解能平权利、创共赢。法
律虽然来源于现实，但现实远比法律
更丰富。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出现
矛盾的时候，如果法官机械判案，不仅
在个案中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严重失衡，久而久之，甚至会使人们对
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产生怀疑、失去信
心。在这种情况下，调解凭借其独特
的功能，能够更多地关注当事人的实
际状况和具体需求，引导当事人权衡
利弊、平等协商，促使双方衡平权利义
务，探求共赢的纠纷解决办法，从而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三来，调解可促执行、弘正义。调
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
所接受和自愿履行；同时，调解的过
程，也是向当事人和旁听群众进行法
制宣传、法制教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真正实现

“调解一案，教育一片，正义得现”。
刘润荔不避讳谈调解对法官的好

处，利己是她坚持调解的外部动因。
调解结案比之判决结案，在审理

流程、文书制作和卷宗整理等方面均
大大简化。在现有的法官审判绩效考
核体制下，提高调撤率，可直接推动
二审开庭率、当庭裁判率、二审案件
改判发回重审率、一审陪审率等相关
绩效指标的有效提高，并间接带动平
均审理时间指数、一审判决改判发回
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
绩效指标不断改善，从而提升法官的
审判绩效。“我觉得调解就是先苦后
甜。”刘润荔说。

记者：你所办的很多案件是通过
调解来解决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和大家分享呢？

刘润荔：调解工作，可以说是一
场心理战。《孙子兵法》有云，“用兵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所以，我向
大家重点推荐攻心法。就是法官在调
解工作中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分析，在
了解其心理状态、把握其心理特征的
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攻心调解方法。

简单来说，针对当事人渴望发泄
和教育对方的心理，宜采取宣泄法。
即调解法官耐心地倾听当事人倾诉自
己所受到的委屈以及内心的痛苦和不
满，然后给予同情和安慰；在当事人
的不满情绪得到一定发泄的基础上，

再主持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直接向对方当
事人宣泄自己的情绪，引导侵害方找出
不足、赔礼道歉。

针对当事人怀疑逆反的心理，宜采
取迂回法。即调解法官不显露动机，先
有意识地避开所涉及的核心问题，选择
一个易于向主题过渡、但貌似与主题无
关的话题，循序渐进地将当事人引导到
中心议题上来；一旦时机成熟，再不着
痕迹地进行劝说，使当事人不知不觉地
受到启发，接受调解。

针对当事人激动对抗的心理，宜采

取冷却法。法官不宜急于求成地展开调
解工作，可暂时将该案摆一摆、搁一
搁，待当事人情绪稳定，恢复理智，主
动找上门时再进行游说调解，往往能收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针对当事人灰心失望的心理，宜采
取感化法。法官要运用自己的真情实
感、言行举动，以心换心地对当事人施
加积极的心理影响，使其感到法律是公
正的，法官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从而
在感动中接受调解。

针对当事人侥幸逃避的心理，宜采

取震慑法。法官要抓住当事人趋利避害
的心理，首先向其痛陈利害，直指其违
约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法律后果，消除
其幻想，激起其恐惧感；在其心理受到
震慑的情况下，再为其指明出路，使其
感到如果固执己见，则会“苦海无
边”，如果听人劝告，则可“回头是
岸”，从而达成调解协议。

记者：调解案件多了，会不会让你
心里堆积过多的负能量呢？

刘润荔：确实如此。调解中，当事人
多少都会向我发出抱怨、指责，甚至谩骂

对方的言辞，毕竟当事人的素质参差
不齐，常常会不适当地宣泄他们的不
良情绪。一次调解工作下来，我也常
常觉得身心疲惫，有时候回到家，话都
不想说，有时梦里都会出现给当事人
做调解的场景，精神压力很大。

记者：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减
负？

刘润荔：负能量堆积多了，对自
己的身心健康肯定会有影响，严重的
还会波及到家庭。所以我一直在给自
己做减法，降低自己的幸福感知点，

给自己减负。借用网上流行的一个
词“小确幸”，就是小小确定的幸
福的意思。我会用调解工作中成功
的喜悦带来的幸福感去冲淡调解中
产生的负能量，让自己以满满的正
能量迎接新的挑战。

记者：你有没有考虑过减少调
解量，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呢？

刘润荔：我的调解信条是“不
抛弃，不放弃”。即便我做了当事
人消极情绪的收容站，我也会帮他
们清理这些垃圾，做他们消弭矛盾
的润滑剂、握手言和的助推器，只
要我一天是法官，就会做一天的调
解工作，我告诉过自己，不管多累
多难，都要将调解进行到底。

让当事人“给得心甘情愿，拿得明
明白白”，一直是刘润荔调解工作追求
的终极目标。

调解是有底线的，必须合法调解，必
须坚持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刘润荔执
著于调解，并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
为，按照民诉法的立法原意，法官只有在
依法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
调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
能有效防止当事人利用调解损害国家、

集体和他人利益；而当事人也只有在
明辨是非曲直、知晓权利义务的情况
下，才能权衡利弊，作出妥协让步，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并自觉履行。

所以在刘润荔的调解中，讲通道
理、说透法理，是基本的守则。作为
女性，刘润荔有自己的个性优势，为
人诚恳、举止端庄、公正无私的调处
风格，以人格魅力赢得当事人的信任
和尊重，加上调解方案公平合理、不

偏不倚，才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所
信服。

一个调解方案，如果不能说服法
官自己，又怎能指望当事人接受？所
以调解，不只要辨清事实，不只要熟稔
法律，还需法官具备道德素养与职业
良知，让给付方给得心甘情愿，让追偿
方拿得明明白白。即使调解不成，送
达给当事人的判决书也能使一方赢得
理直气壮，一方输得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