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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助审员睢晓鹏

他是睢法官。
见当事人有个必经的开场白：“我叫

睢晓鹏，这个姓比较少见，念 suī。”
当事人十有八九不认识“睢”字，有

叫“唯法官”的、“雎法官”的、“准法官”
的，最以假乱真的叫“椎法官”，有不止一
个当事人叫“痴（雉）法官”。

痴法官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一个
貌美妖艳的女当事人叫他“晓鹏法官”。

那时正在开庭。睢晓鹏多次严肃指
正“请叫我睢法官”，可她张口闭口仍是

“晓鹏法官”，且语调亲昵，直叫得睢法官
后背一阵冷汗一阵鸡皮疙瘩。

庭后，她还直追着叫：“晓鹏、晓鹏、
晓鹏法官，我还有话对你说！”

弄得对方当事人对睢法官狐疑侧
目，睢法官立定问她：“我们认识吗？你
为什么非要叫我晓鹏法官？”

她嫣然一笑：“因为我永远不会读也
永远记不住你的姓！”

好险！

年轻业务庭里的年轻人

睢晓鹏是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五庭的法官。

这个民五庭是该院最年轻的审判
庭，2011 年刚从民一庭分离出来，比
2010年进院的睢晓鹏的工龄还年轻。

民五庭主要办理三类型的案件：建
设工程，房屋买卖和租赁，劳动争议，“都
不太好弄”！

建设工程的案子通常比较复杂，涉
案标的额大。

房屋买卖和租赁，在市场萧条时买
房人找各种理由拒收、违约，市场火爆时
开发商不惜承担违约责任——但凡市场
有波动，法院里此类案件的收案量都会
增加。

劳动争议，最易涉众，一旦处理不好
就是群体事件，尤其是岁末年终时，各种
讨薪案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民五庭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办案
人员频繁变动：20 人的总规模，近年进
出 10人之多，办案骨干流失，新人尚需
成长，审判力量捉襟见肘。

再加上收案量长期高位运行，每年
以 20%的波动幅度增加，加班加点的老
办法已解决不了这么多新问题。

“得另辟蹊径。”庭长李骏反复考虑
后决定抓两头：一抓年轻法官的培养，得
有人办案子；二抓裁判尺度，各合议庭尺
度统一了，基层法院没有各种改判之忧，
把案子处理明白了，上诉少了，中院收案
量问题也就解决了。

“一个课题，一个师傅，两个平台”的
培养机制初步形成：年轻法官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方向往深入去研究，庭里安排
师傅指导，然后通过改判案件分析和审
判长联席会议两个平台充分讨论，帮助
年轻法官快速成长。

“所有课题都从案子中来，保证实用
性；研究成果可立刻用在后续案子审理
中，到案子中去。”

睢晓鹏这个文字功底好又肯思考的
年轻人就这样“跳”了出来。他从 2010
年“最好的内勤”干起，到去年结案 262
件，位居全庭第一。

4 年时间，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现
在的驾轻就熟，睢晓鹏调侃自己就是被
巨大案量催生出来的“速成法官”。

“二次革命的大龄男人”

1979年出生的睢晓鹏难言年轻了。
做法官前，师范专业毕业的他做了

3 年技校老师，教过政治、历史、语文等
若干课程，因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在学
生中广受欢迎。

彼时，他和爱人是学校双职工，琴瑟
在御，岁月静好。“突然像被魔鬼附体，想
在30岁前换种活法。”睢晓鹏说，2006年
中，备战司法考试和法学研究生考试，双
喜临门。校长殷切挽留：“读书深造要支
持，但工作不一定辞。要去上课，学校这
边可以请假啊。再说了，你去读书，老婆
一个人还房贷多辛苦……”尽管领导“于
情于理，于公于私”难却，但睢晓鹏仍是
难抑策马扬鞭的念头，纵身跨上那飞奔
的烈马，开始追风逐日。

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到杭州中
院，驾车距离 9.6公里，一路经过绿荫茂
密的九溪路、波涛壮阔的之江路。

2010 年，这个“二次革命的大龄男
人”走到了杭州中院。

虽大龄，工作之初也要从专司全庭
杂务的内勤做起。“工作非常主动，很多
常规事情庭长还没安排，他已张罗起来
了。”李骏说，睢晓鹏已任助审3年，庭里
的人还记得他曾是“最好的内勤”。

“阅读案件本身就是最好
的学习”

做内勤时，让睢晓鹏最受益的，是撰
写每个季度的全庭改判案件分析报告。

一开始跟着前辈做分析，他负责收
集数据，整理原始材料，做一些量的分
析。后来参与多了，套路熟了，也会尝试
着写一部分。

他有理论功底，爱琢磨问题，独立办
案后也逐渐积累实务方面的经验，写着

写着，这个活儿就归他了。
中院改判的案件有哪些类型？集中

在哪些领域？为什么要改判？改判理由
是法条适用不够准确，还是两级法院裁
判尺度不够统一……

诸如此类的问题，改判案件分析报
告中都要体现。

“当时每季改判的案子少则 30 件，
多则 50件，要写改判分析，先要把一审
判决、二审判决都拿过来翻一遍，共性问
题归类，类型化问题拿出意见分析，一遍
遍翻法条，然后再条分缕析去说理。”睢
晓鹏说，白天忙案子，写报告的事儿只能
拿回家做，“除了签字和打印在单位，其
他都在家完成”。

一份五六千字的分析报告，要写十
多个晚上，几度增删，才敢拿到全庭会议
讨论。

两年下来，睢晓鹏逐渐尝到了披沙
拣金、厚积薄发的甜头：“阅读案件本身
就是学习，为你提供了很多间接经验的
积累。当不同观点在你面前碰撞的时
候，你需要去厘清。口头表达是间断的、
跳跃式的，但要写出来时，你的逻辑就要
完整、连续。”

他觉得自己后来写东西的文字基础
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

“读书是用最小的成本，
最快获得间接经验”

尽管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如此
说，“很多诗人就是从法学院逃逸的学

生”。法学院和法院里，仍然还有未逃逸
的诗人。

拿着诗集的文艺青年，曾是一代人
的时尚。睢晓鹏高中时从报纸副刊读到
汪国真的诗，曾骑着辆破自行车，在河北
小县城里满城找他的诗集。

热爱生命，热爱阅读。种子早已发
芽。如今他的业余生活简单而专一：三
分之一的时间在读书，三分之一的时间
做家务、陪家人，剩下三分之一是和儿子
一起读书。

“读书是最没有门槛儿的事，抽个空
就能读两页！”他说，读书是用最小的成
本，快速获得别人的间接经验。

睢晓鹏办公室的书架上不仅有民事
审判方面的专业书籍，也有刑事、法学理
论 ，还有各种社科类、文学类的新出版
书籍。

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个逃
避的念头。“而阅读可能是与这个纷扰无
聊世界隔绝的最廉价而有效的途径”。

儿子有 8 点多早睡的习惯，家里没
人看电视，晚上就是睢晓鹏“拥书而卧，
乐不可支”的时光。

看法律实务、看域外司法文化、看本
土变迁，从京东买书，从朋友圈阅文，每
至深处，总忍不住发朋友圈分享。偶尔
还要催催“京东，该搞活动了”。

官家辉、朱晓阳、睢晓鹏三人同年进
法院，分在不同的庭。平时仨人一碰面
就像说相声，掐得嘻嘻哈哈，人送雅号

“三剑客”。
小官说，睢晓鹏每次拿到稿费，先让

他请吃饭，喝到微醺，再谈人生。三杯
两盏淡酒下肚，天南海北经史子集就
聊开了。

有段时间，小官每天搭乘睢晓鹏
的车上下班，时间一长，自己都有点不
好意思。但睢晓鹏反而养成了习惯，
每天按时按点叫他来搭车。

两个人一路上就聊案子，聊看的
书。“平时嘻嘻哈哈，两个人一起时反
而聊得很深入。不过我只能跟他聊案
子，聊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他聊起来
话题就多得多了，读过很多书，思考很
多事，见识广，也有深度。”

曹姝隽列的购书单被睢晓鹏无意
间看到，他说：“安东尼那本你别买了，
我有，我借你看！”

一个月过去了，他问小曹：“那本
书你看完了吗？”

小曹心里一阵紧张：“我，我看得
比较慢！”

睢晓鹏赶忙说：“没事，你慢慢
看。他的一套书我都有，都借给你看
吧！”

他给庭里好多人推荐过书，新来
的，年长的，书记员，甚至庭长。李骏
正在看他推荐的一套丹宁法官的书。

连带着儿子“幼喜诗书”。他每周
带儿子学琴，琴行旁就是书店，每周都
有买书。

给儿子买书架，一买就是三个。
儿子用了两个，赏他一个，刚好放放那
些无家可归的书。

一放，又满架了。

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搅局者”

“可以争，无论资质深浅，写不好
判决书时去找师傅争论一番，思路就
出来了。”睢晓鹏说，阅读可以解决办
案焦虑，辩论也可以。

审判长联席会议是各合议庭为统
一裁判尺度、讨论复杂疑难案件、提高
办案效率、听取多方意见而设置的专
门会议。

参加者是各个合议庭里精通业
务、经验丰富的审判长，它的规格类似
于“小型审委会”。

在杭州中院，助审参加审判长联
席会议，睢晓鹏是头一个。

“探讨案子时，睢晓鹏是不同观点
的导火索。八九不离十的事情，他一
参与就要动摇了！”李骏笑着说，大家
都“怕”跟他讨论问题。

有一次讨论“预约合同的解除”。
购房者和房产公司签订房屋预售合
同，付定金 10 万元，约定房屋建成后
以优惠价格购房。交付期到了，房价
跌了，购房者不想买了。

这个预约合同能解除吗？返还定
金的要求能支持吗？当初为了享受折
扣优惠，提前交的购房款能退回吗？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预约合同的
解除，必须由守约方提出才行。

这个案例中，房产公司是守约方，
他不提，合同就必须履行，房子必须
买；但是强制缔约又违背了合同本身
所倡导的自愿原则。怎么办？

睢晓鹏的问题提出来，审判长联
席会议原定的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下
午，还不够，第二天的一个上午也搭进
去了，满打满算8小时。

“买方构成违约，无权要求解除预
约合同；在预约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
基于不当得利规则返还购房款。”参与
讨论的人要崩溃了，“我们同意你的观
点还不行吗？”

“同意也不行，睢晓鹏一定要把理
由说透！”李骏笑着说，他就是这么一
个人。

对睢晓鹏又怕又盼，他成了审判
长联席会议上的常任“搅局者”。

自从有了睢晓鹏这个穷追不舍的
“搅局者”，民五庭整体调研能力也大
大增强，不同的观点摊到桌面上激烈
碰撞，要说服对方就要找法条、找证
据，被说服的一方要反驳也要旁征博
引，说理论证。

一来二去，最终达成的意见必是
能让大家心悦诚服的，裁判尺度自然
得到了统一。

还是有分歧、不能说服对方的怎
么办？那是天然的调研选题，分到各
个专门合议庭去调研，拿出初步意见，
审判长联席会议再讨论。《节假日“三
倍工资”是否包含正常工资》《买卖不
破租赁规则中租赁关系的司法判定》

《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司法规制》《不
符合交付条件的房屋被拒收可构成逾
期交房》等实务中的问题就这样被一
个个解决了。

让人又爱又恨的晓鹏哥

对睢晓鹏又爱又恨的，还有那些
更年轻的法官们。

今年刚开始办案的赵瑞玲说，办案
拿不准时，请教博学又热心的晓鹏哥！

常常是晓鹏哥说着说着，她就开
始冒冷汗了：“这么重要的方面我怎么
没有考虑到啊，案子这样出去了还了
得？幸亏问了晓鹏哥啊！”

可晓鹏哥也有时不靠谱：今天刚
振振有词地说了这个观点，几天后看
了其他资料，做了更深入的思考，结论
马上就变了——他的观点一直是开放
的，随时会有更成熟的去替代否定掉
之前的。

更令人抓狂的是判决书写到一半
时，睢晓鹏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我们
前几天讨论过的那个问题，《人民法院
报》上出了个案例，你去参考一下吧！”

“可喜的是，裁判结论会更有说服
力；可恼的是，工作又得推翻重来了。”
赵瑞玲说，有争议的地方，他一直挂在
心上。也许，公平就是这样艰难而小
心地在一步一步寸进。

对面办公室的丁晔遇到问题时也
喜欢找睢晓鹏探讨：“写文章卡壳儿时
跟他谈谈，常常会有新思路！”

有次要写一起非法转包中劳动关
系的认定问题，雇工受伤起诉建筑企
业赔偿，丁晔说当时只有劳动部门的
规章，但法律上的请求权基础在哪
儿？他最初想说“拟制的劳动关系”，
睢晓鹏说，企业根本不知有此雇工，可
从管理过错来说理。

“晓鹏哥的导师是王泽鉴的关门
弟子，师承原因，他对台湾法也非常熟
悉。”和丁晔一样受益的，还有睢晓鹏
的书记员兼校友王颖。

这个可爱的“90后”小姑娘，自称
睢晓鹏的“贴身丫鬟”。一起出去做调
查，她早早开好介绍信，填好派车单，
做好一切杂务，颇有睢晓鹏当年做内
勤、做书记员的“眼力见儿”。

睢晓鹏经常熬夜，顶着大黑眼圈
来上班被人嘲笑“又老又丑”。

王姑娘一脸崇拜地辩白：“你们不
觉得他的每条皱纹都充满智慧么？”

“脑残粉”的形象就彻底巩固了。

“小余姐姐”是民五庭副庭长，也是
很多年轻法官的师傅，她笑眯眯地说：

“睢晓鹏是我们这个培养机制结出的第
一个成果。他就是一块“酵母”，要把其
他年轻法官都带动起来。”

“这块酵母”写了两年的改判分析报
告，现在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更年轻的法
官毕克来手里；

“这块酵母”读了多年泛法律书刊，常常
在深夜分享到朋友圈，让有兴趣的人预定；

“这块酵母”生活在庭长有意营造的

“大家不要怕出丑，不要怕成为矛盾焦
点”的轻松氛围里，往往肆无忌惮地对
着案子发表观点，在碰撞和交锋中，一
起抵达精准的公平正义。

民五庭法官手里的未结案件长期
保持“4”字头，精神高度紧张已是常
态。在紧张而忙碌的办案节奏中，睢
晓鹏自嘲“该要吃盖中盖了吗”？这种

“黑人黑己”的睢氏幽默，成了缓解压
力、治疗焦虑症的良药。

每天上午11点后，下午4点后，大

家基本上开完两个庭，在走廊遇上，打
招呼也换成了“今天你吃药了吗”？再
辅以彼此一脸坏笑又心照不宣的表
情，然后再换成“我这有个案子”如何
如何切磋一番。

不知就里的旁人一定会说：法官
减压的手段可真是千奇百怪啊！

一个案量巨大、节奏紧张的审判
庭，常常能听到欢声笑语和理直气壮的
争论声，原因是它是个有活力的庭，一
个年轻的、积聚着力量的庭。

睢晓鹏喜欢分享，分享最多的是
书。2013 年 5 月 21 日开通微信朋友
圈，其中90%在说书说法，另外10%是
儿子和其他。以下摘选部分分享。

2013年

7 月 13 日 中 午 分 享 《法 相 万
千》：“有趣有趣。可是，中午吃啥
呢？晚上分享《最后的篇章》：古人
的话是不可信的，看书也不能阻止饥
饿感。晚饭吃泡面的话，夜里饿了咋
整啊？”

8月11日22：35《美国最高法院通
识读本》：“看了没？正文中文105页，
后面英文原版117页，定价35元。这
是要走高富帅的节奏啊。”

8月18日20：25《柏桦讲明清妙判》：

“我看了一半，讲怎么不依法办案的。”
8月25日00：22《看得见的正义》：

“最近迷上了随笔文集，喜欢这种优美的
文字，当时有这种才情的民法学者太少
了。”

11 月 22 日 21：16“尝闻人谓，法官
者，法域尊者之谓也，君临法域，生杀予
夺，一言九鼎，仼尔奈何。故彼域英吉利
美利坚言必称阁下，吾等落后之国也常
尊之为大人，风光之甚，无以复加。待入
法门，始知所言皆梦呓尔。许慎真知灼
见，道破其中玄机，法字从水，法官者，水
货也。原告淬之，则还以赔笑，被告淬

之，则唾面自干。咸有跟踪焉，断腿焉，
眼神交织焉，仇人关系焉，不一而足，纵
法袍加身，亦不过外强中干。徒叹徒
叹”。

12月13日23：19《民国笑忘书》：“活
在诗意里的人。”

2014年

4月27日23：16《五位首席大法官：
最高法院杂忆》、《一个人的朝圣》、《独角
札丛：法治的谜面》：“为五一存货。”

7 月 1 日 20：10《最高法院的兄弟
们》：“期待已久。让伯格震怒的最八卦

的大法官内幕。今天开读，阅毕分享，要
看的预定。”

11月21日21：31“正义的成本大致
看完，颇受教益。这次买的最差的是那
本历史就这七八样，充斥着故作幽默的
文化痞子气息，难以卒读，辜负了我对广
西师大出版社的厚望”。

23：06“看看书，想想心事，享受庸
俗，拥抱孤单，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也希
望世界不要改变我们”。

2015年

1 月 4 日 19：37《审判为什么不公

正》：“如果你能忍受英美、俄罗斯那些
长而不知所谓的名字，以及行文中因
为翻译而残留的英式句式结构，我愿
意为你推荐这本书。作者把一些你可
能非常熟悉的史料排列组合在不同主
题之下，化腐朽为神奇，值得一读。可
惜我这本是残本。”

2月17日09：57“就我个人粗浅
的经验，法官之间观点的争执，往
往并非是与非，或者利益与非利
益，而是一种自我思维的肯定。法
官之所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可能是
因为这种观点更符合自己的思维习

惯，采用这种观点，能减少自己
思维的成本”。

2月20日21：53《微信红包的法
律问题》：“法律人，还能不能好好过
年了？”

3 月22 日21：18《林来梵：法学
的曲美》：“曾经是敝校最有口才和
魅力的老师”。

3月24日20：54《超龄劳动者初
次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双方是
否构成劳动关系？》：“转给哈哈。”

4 月 16 日 10：08 《我抽取到的
法学名词名片：自由心证》：“我喜欢
这个词。”

8月3日22：34《杭州商品房预
售政策正式实施！》：“预计预约纠纷
会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