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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脚下的司法掌灯人

用心谱写生命之歌【手 记】

梁 夏

——记内蒙古土右旗法院民一庭庭长巴斯琴

漫谈婚姻家庭

责任编辑 陈 冰
新闻热线 （010）67550710
电子信箱 chenbing@rmfyb.cn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人物
报道稿件或线索

5月，别的地方已是夏日炎炎，内蒙
古还春意正浓，农耕繁忙。在广袤的敕
勒川平原上坐落着一座背山依水的小
城，巴斯琴就在这里的土默特右旗人民
法院工作了很多年，此刻她正站在乡间
地头，为一起农耕纠纷丈量土地。快临
近晌午，阳光有些刺眼，两家的矛盾也
在巴斯琴的劝解中逐渐化解。

“这个法官可吃劲了，真为我们办
实事哩。”“吃劲”在当地话的意思是办
事靠谱，认真负责。提起巴斯琴，老农
们一边吧嗒着烟一边磕打着烟灰，赞不
绝口，“巴庭长在当地，那可有名了，我
们的案子她都能解决”“没有官架子、平
民法官”这些是村民们的评价。

在过去 20 余年基层法官职业生涯
中，巴斯琴打交道最多的是农民，处理
的大多是一些家庭邻里你长我短的民
事纠纷，在旁人看来，琐碎不已，她却认
为，百姓生活就是这样，自己土生土长，
所以深知这里乡民性格，百姓无非是想
找到一个说理的地儿，把这些事都当成
自己事就会更用心去处理。

失孤老人的“暖心剂”

2013年 8月，李某之子李春（化名）
在驾驶摩托车的路上，不慎被迎面而来
同样驾驶摩托车且饮酒后的王某撞翻
在地，李春因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李春妻儿共四人来到法院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起诉之事李春父母
并不知情，李春父母已经 80多岁，行动
极为不便，儿子死后便没人照料。工作
人员告诉起诉人，应该将李春父母一并
列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李春之妻杨晶
不同意，她说，人都死了，留下我们孤儿
寡母的怎么活？赔偿款应该都留给我
们。经多次沟通无效，巴斯琴决定亲自
去李春父母家走一趟。

老人居住于偏远山村，需要跨越几
座大山，路途遥远。进山后，有很长一
段路任何交通工具都进不去，只能徒
步。

“路途要比想象的还艰难，那天我
们尽管穿的是平底鞋，脚趾还是磨起了
泡。”书记员郝鹏说。

总算到了，抬眼一看，这叫什么村
子呀，整个山上就五六户人家，留下的
基本都是上岁数的老人。房屋破破烂
烂，因为山里风大，房子周围都耷拉着
塑料纸破布条，呼呼地，迎风飞舞，院子
里胡乱堆着什么东西。老人颤颤巍巍
地将两人迎进屋里，屋子和外面没啥两
样，只是多了几堵墙和一个房顶，暂能
遮风避雨罢了。

“我没想到，山里居然有生活如此
困难的人家，这趟是来对了。”说明来意
后，老人抹着眼泪说，儿媳他们早不在
山里住了，平日老两口就是靠天吃饭、
政府救助，以前儿子还常来看看，如今
遇到这么个事……说着，泣不成声。巴
斯琴安慰老人后，征得老人同意，将两
位老人也列为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事关老人切身利益，案件审结后执
行局连夜开展执行，很快就将被告赔付
的 15万元执行到位了。款到手了马上
又面临一个难题，怎么分配款项？按照
杨晶的意思，此款应该全部归妻儿所
有。

只能再一次挺进山里，巴斯琴决定
还是由自己出马。

她将儿媳孙儿都召回到山中老人
家里，协商如何分配款项。

“你们有多久没回这里了？看看两

位老人是什么光景？”
看着四周漏风的屋子，杨晶红着脸，

孙子杨桦（化名）再也忍不住了：“妈，我
那份不要了，我要给奶奶！”小女儿也说：

“妈妈，爷爷奶奶好可怜。”
“你丧夫老人丧子，相比，他们更不

容易啊，再者也给孩子做个榜样嘛。”巴
斯琴在一旁说道。紧接着，她分别从情
理角度进行讲解，终于，杨晶开始让步，
最后在此笔款项的分配问题上达成了一
致。

“本来执行款已经不归我管了，看到
老人我就想到我的父母，谁家中都有老
人，遇到这样的事咋能不管？”巴斯琴一
脸怅然。

婚姻家庭的“维护者”

审理过多年的婚姻家庭纠纷，巴斯
琴总结出一套独到的工作思路，她将前
来离婚的夫妻分为四种，根据夫妻双方
感情状态，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处理，这样
一来，她又成了婚姻家庭的“维护者”。

“面对婚姻纠纷，能调则调，夫妻一场，本
属不易，不能因为冲动做出后悔之举。”

2012 年，一对前来法院离婚的夫
妻，在立案时又因一时言语不合，大庭广
众之下唇枪舌剑，恶语相向。案子转到

巴斯琴手里，通过了解基本情况，根据她
的判断，这对夫妻属于典型的冲动式离
婚，初步判定不能准予离婚，因为还有和
解的余地。于是，她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时，先单独叫了男方进入调解
室。

“为什么离婚？”巴斯琴问。
“我本不想离婚，但不知道哪里做错

了。她要么不作声，要么突然‘爆炸’，像
发疯一样，根本招架不住。”男方一脸无
辜。

一会儿，巴斯琴让女方进来，问了同
样的问题。

“性格不合。”
“咋地不合？”
女方想了半晌：“他不理解我，看不

到我的付出。”说完，开始一脸沉默。
巴斯琴走了出去，又叫男方进来，并

叮嘱他一会儿妻子无论说什么话都不要
作声。

等双方都到齐后，巴斯琴对女方说：
“今天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任
何顾虑。”

女方看了男方一眼，起初还是沉默，
10 分钟左右过去了，终于开始诉说起
来，一开始比较温和，之后情绪越来越激
动，指着男方像洪水倾泻一般，边哭边
说，身旁有一盒纸巾，直到一张张都抽完

了，女方还在说，一说就是几个小时。男
方在此过程中，几次欲语还休，终究按捺
下去，等到后期，头一直低着。

原来，女方在家中付出较多，男方是
个粗线条的人，看不到妻子的付出且不
善于表达爱意。原本夫妻俩系自由恋
爱，感情基础较好，婚后由于家庭琐事，
遇到问题不及时沟通矛盾越积越多，女
方心态逐渐失衡，便经常拿离婚作话
题。男方则不明所以，不懂女方为什么
总提离婚。

找到问题根源后，接下来的流程就
顺畅多了。

此刻，巴斯琴做“知心大姐”的时候
到了，她先通过给男方做工作，教男方以
后如何善于发现妻子的付出，如何体贴
妻子等。然后又给女方做工作，直到女
方重绽笑颜。

“女人要的并不多，有时简单到只需
要你的一个肩膀靠靠就够了。”巴斯琴拍
着男方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回去都想想，镜子破了可以再
粘上，婚姻断了再续就不是原来的了。”

几天后，女方打来电话，不离了。
“这样的家庭，女方憋屈太久，所以

心态失衡，最好让女方一吐为快，男方表
示认错，双方都进行反思，就可能挽救一
段婚姻。”

这是巴斯琴办理婚姻家庭纠纷中
最常见的一个案例场景。

她的办案经验，源于她的“当事人
心理”立场。“先要分析夫妻双方情感
心理，再对症下药。”说完，她拿出一个
厚厚的本子，封皮写着：常见婚姻纠纷
案处理技巧。翻开第一页，第一句话
就是“处理婚姻案，和解是第一法诀，
宁和一个家庭不判一对鸳鸯”。接下
来就是分析常见的几种离婚者心理状
态，每种心理状态后都有所对应的感
情破裂程度和挽救概率。

“关键在于化解双方结怨。夫妻
感情破裂，一般要经过纠纷、戒备、裂
痕、破裂四个阶段。到破裂阶段，已经
没有再调和的必要，因为矛盾的堆积
已经达到无法弥合的阶段，在一起只
会折磨对方，这样我会判决双方解除
婚姻。”

也许正是这种工作态度，多年来
她审理的无数案件无一上诉无一上
访，民间纠纷千头万绪，事无巨细，在
她这里总是轻车熟路，很快拨云见日。

远方在心中

在土右法院一进门的一面墙上，
有法院所有干警的荣誉照片，金光闪
闪，其中巴斯琴的荣誉占了一大片：

“全国办案标兵”“全区法院办案标兵”
“包头市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包头市
优秀妇女维权卫士”“巾帼建功标兵”

“三八红旗集体”“集体三等功”“巾帼
文明岗”……

一份份荣誉背后，记载的是多年
的辛劳与付出。

巴斯琴于 1986 年来到土右法院
工作，刚来时在法院做打字员，逐渐成
长为院内骨干，起初是典型的经验型
法官，凭借坚强的毅力和好学精神，一
步步攻坚克难，自学拿下了法律本科
学位，后逐渐转型为学识加经验并重
的法官。

“80年代，那时还没有电脑，庭审
记录全部手写，做判决书时最费功夫
了，需要从字模库中找字，把一个一个
字模按文章的次序排出来，敲在蜡纸
上，然后印刷，印刷出的第一张要校
对，校对完了再开始印刷。印刷用滚
筒，滚一下印一张。夏天天热时满屋
子都是闷热的油墨味儿，至今想起来
那种墨香味道似乎还在眼前。”

在巴斯琴的讲述中，做书记员那
段日子，留给她的确是一段最美好的
时光。

当时法院坐落在一个大院里的一
排平房里，环境比较艰苦。夏季时节，
每逢下雨就是大家最忙碌的时候，因
为是多年的老房子，每到雨季，总要漏
雨，修补几次也无济于事，于是干脆拿
着大盆小盆摆成一排排接雨，场面煞
是壮观。冬季则需要生炉子，每日来
上班第一件事是先把炉子生得旺旺
的。“遇到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大家
就在一片炉火的红光中，和着啪啪的
烧柴火声开工了。环境虽艰苦，但苦
中作乐，每当为当事人审理完一个案
子，看着当事人满意，自己则比吃了蜜
都甜。”巴斯琴说，那会儿总是特别有
成就感。

巴斯琴渴望做法官，在做书记员
时，就开始注重积累了。在每日的整理
卷宗中，她发现每个案卷中都蕴藏着丰
富而深刻的学问，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
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因为案件全过程

都记录在案，于是在整理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案思路。

“有一次，我主审的一个案子，是
关于财产认定的，双方证据线索混乱，
整整开了一上午庭都没个头绪，休庭
中，巴斯琴跑过来跟我说，郭庭，你看
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证据的澄清？接
着给我讲述了她的思路与方法。当时
我听完就觉得这个姑娘不简单，因为
能提出这样的方法，需要有完整的法
律思维和知识结构。”采访时，民庭庭
长郭珍光讲了这样一个事例。

当了法官后，巴斯琴面临的问题
日渐增多，她越发勤奋努力，谦谨敬
业。回想起当年来，印象最深的是刚
做审判员那会儿的一个案子，时隔
15 年，那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她还
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 44 名农民工
静坐法院大院，因为被告拖欠了他们
的血汗钱，没给清就逃跑了，这些农
民工都是从四川来的，千里迢迢，临
近年底，急着要钱回家，找不到被告
就来法院闹事，因为语言不通，任凭
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时巴斯琴还年
轻，一着急扑通一屁股就和工人们一
起静坐了。这下反倒是这些农民工们
慌了，工头赶紧站起来扶起巴斯琴
说：“巴法官你这是干啥子哩？”“大
伯，法院不是不给你们解决，可抓人
也需要时间呀！”看着巴斯琴诚恳的
眼神，他们答应不再闹事了，给法院
时间处理。

“那段日子，是我最焦心的时候，
我真为他们着急。”

时光飞逝，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早已褪去青涩，经过20多年的审判
经历磨炼，成长为法院的参天大树，现
如今办起案来，相当纯熟。各路招式
信手拈来，各类法条烂熟于心，尽管如
此她依然热爱读书，内心有一种不竭
的动力。这动力源自对知识的渴求，
更源于对真理的追求。她常说，我是
一个真正从底层成长起来的法官，我
的起点不高，但我热爱学习。她的卧
室有一个 2 米高的书架，上面排满了
各类型书籍。“法官不能仅懂法律，很
多时候，案件需要的是交叉学科知识，
这些年，我越发惶恐，读得越多，越发
现自己的不足。”

“她以娴熟的业务理论知识，独特
细致的工作方法和人格魅力，以法律
教育人，以道理说服人，妥善处理了数
起疑难复杂、影响较大的案件，较平稳
地解决了纠纷，是一个百姓信得过的
好法官。”土右法院院长张明杰如此评
价。

笔者好奇，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巴
斯琴这么多年无怨无悔，扎根基层，无
私奉献？“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她想起汪国真的一句诗，“我的
法律信仰就是诗中的远方，也许这就
是最好的诠释。”

青山尘飞尽，一卧几朝风，山脚下
有她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而她，就
如同不知疲倦的掌灯者，握着手中的
法律武器，照亮自己，照亮他人，照亮
着眼前的这片青山土地。

采风周刊：您笔记中的《常见婚姻
纠纷案处理技巧》提到离婚夫妇的四
种情感状态，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巴斯琴：前来离婚的夫妇，一般都
情绪激动，基本都经历了前期的矛盾
爆发，普遍来看，婚姻破裂的夫妇主要
有以下几种状态：

第一种，失衡心态。存在失衡心
态的离婚当事人，通常婚史较长，一方
付出较多，另一方或不领情，或因为道
德底线问题，感情出轨，双方从争吵升
级到打斗，积怨较深。在离婚诉讼过
程中，情绪通常较为激动，法庭上双方
互相指责，相互谩骂，甚至在大庭广众
之下大打出手。此类案例的夫妻双
方，要做多次工作，毕竟矛盾是一点点
积累起来的，破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二种，财迷心态。怀这种心态的
离婚当事人，婚姻基础较差，对离婚无

所谓，对财产却斤斤计较，对夫妻共同债
务表示概不知情，不愿承担偿还责任，且
先行隐匿、转移财产。表现为离婚较理性
化，目的性、计划性强，在离婚过程中，有
计划地先行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
种类型的婚姻，我一般以维护当事人财产
权益为主，不过分强调留续婚姻，因为我
始终认为感情是婚姻的基础。

第三种，轻率心态。此种心态的离
婚案件多存在于年轻夫妻，双方有一定
的感情基础，产生纠纷原因多为家庭琐
事引起。当事人较为情绪化，动辄要求
离婚。表现一是提出离婚理由简单，通
常以双方性格不合；二是做事不考虑后
果，只凭个人一时意气。这类型婚姻，主

要让双方冷静，遇问题多找自身原因，等
找到原因，一般即可冰释前嫌。

第四种，推卸责任、寻求解脱心态。
持有该心态的当事人婚姻存续时间较
长，但家庭环境或对方身体状况较差，如
残疾等。行为人往往因为嫌弃对方，想
方设法推卸责任，选择离婚寻求解脱。
常表现为不断地进行诉讼要求离婚，在
法院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持续起诉。这
样的婚姻，主要考虑双方感情基础，如果
感情没了，一般判决解除婚姻。

采风周刊：夫妻之间怎么相处才能
避免矛盾的升级？根据多年审判经验，您
有没有好的建议供大家借鉴？

巴斯琴：从心理学来看，夫妻之间的

矛盾，一般从结婚经过炽热期，便进入矛
盾期，若矛盾未能及时解决，第一步先演
变成纠纷。大致来看当地居民多以农民
为主。文化层次较低，暴躁型当事人居
多，遇事爱通过口角、殴斗、毁物等方式
处理。经双方斡旋，可解决，但过后又重
演，内战不息。还有一批文化层次较高
的或性格抑郁的当事人，则表现于内郁，
通过冷战方式，心存罅隙，斡旋不易见
效。随着纠纷的积累越发严重，夫妻从
隔阂进而戒备。戒备的形式，开始从财
产、收支上互相隐瞒，或者背着对方与异
性来往等。为防备对方抓住把柄，在经
济、社交关系等更深层设防像防盗一样
地防备对方。隐秘总有披露的一天。隐

秘的披露造成更严重的纠纷，其结果，
形成恶性循环，终于出现裂痕。裂痕
表现在情绪上是强烈的不满，表现在
行为上是相互的背离，裂痕越来越大，
无法弥合，感情彻底破裂。

形于内，则行于外。为防止感情
彻底破裂，夫妻之间一定要及时沟通，
坦诚相待，多些包容，沟通也要讲究方
法，在夫妻矛盾发生时调适，把矛盾解
决在萌芽状态。

采风周刊：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
这么多年，现实中，您在家庭与事业之
间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巴斯琴：首先得益于我有一个好
丈夫，他体贴入微，我常常加班到八九

点才回家，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做
好了。我不在的时候丈夫替我守在
孩子身边，遇到棘手案子一头麻时
反而是丈夫安慰我、劝解我。其次，
我们夫妻之间一直相互理解，这么
多年来都是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大
家遇事一般先冷静，相互暗示对方，
等冷静下来，再找个机会先坐下来
谈，分析问题的原因。我认为夫妻
之道应该是相互弥补，丈夫较幽默，
偏感性，我从事审判多年，偏理性，
于是感性感化理性，理性指导感
性。我热爱我的工作，满腔热情就
是我不竭的动力，家人似乎也受到
我的影响，都积极向上，干劲十足。
对待孩子，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教育
不是陪伴而是示范”，希望不论什么
时候孩子说起妈妈来，都是自豪满
满、幸福满满的样子。

苍茫的大青山，巍巍不见边沿，起伏
的山头，如同一片洪水波涛。山的脚下
是广阔的敕勒川平原，草丰水美。

巴斯琴指着山的方向说，这片山，这
方土，养育了我。

温婉的面容，平静的外表，做事稳扎
稳打，讲话条理清晰，她的性格如同大山
一般，给人一种踏实感。1970 年出生，
在这片土地生活40余载，巴斯琴已经与
眼前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

这里是她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她

情灌注的大地。
她言语不多，但内心刚强、坚韧执

著，在工作中脚踏实地。从书记员到
助审员、审判员，再到民庭庭长，她逐
渐成为法院的骨干。

“当事人之事无小事，急当事人之
所急”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当事人的信
赖，从事审判 20 余年，她所办案件无
一上诉、无一上访，达到定分止争、案
结事了的效果。多年来，她审结各类
民事案件上千件，调解率达75%以上，

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高度赞扬。
每个时代，都有勇立潮头、敢于中

流击水的时代先锋。每个行业，都有
甘于平淡、坚守岗位、不求回报的奉献
者。她没有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却
扎根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无私奉献；她
没有孤芳自赏的清高，却脚踏实地做
好一个法官的本职工作；她没有惊天
动地的英雄壮举，却用满腔热情履行
着肩上的责任，用行动谱写出一曲无
怨无悔的奉献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