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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壶

也无风雨也无晴【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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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酷暑，分外炎热，空气如灼
烧过一般。田埂两旁，成熟的谷物热得
弯下腰，低着头。稻田里充溢着如火的
热浪，打谷机摇动着笨重的身躯，轰轰
隆隆发出巨大的声响。正值正午 1时，
金灿灿的稻谷地只有零星的几个农民在
挥汗如雨地割禾、打谷，伴随着几声粗
狂地招呼风的“呀吼”声。

“金庭长，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下地干活也带着两把枪。果真是北京来
的干部。”地里干活的村民打趣一声，
周遭立即响起几声爽朗的笑声。

金可田抬起头，拿起烟枪，吧唧一
口烟，吐口烟圈，拍下腰间别着的五四
手枪，开玩笑道：“我这杆枪，可是保
了这一方平安。”

上世纪 90 年代初，法庭是配有枪
的，那时配的是四斤左右重的五四式手
枪。金可田当时在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法
院里田人民法庭当庭长，法庭是租用村
民祠堂办公，破破烂烂，风一吹就要坍
塌的感觉，手枪放在这破法庭里跟放大
街上没啥区别，放在家里又怕不小心被
小孩发现，容易出事。无奈之下，金可
田只好天天将这把五四式手枪别在腰
间。上班挎枪，下地种田也挎枪，加上
一杆烟枪。这金可田两杆枪下地的事，
顿时火了，成了乡间的趣谈。

挎枪下地，其实很别扭，四五斤的
枪别在腰间，干农活得使力气，久了裤
子就容易掉，可以想象当时挎枪耕种自
家五亩地的金可田在田间的窘迫。

日暮乡关何处是

1955 年出生的金可田，生在新社
会，长在红旗下，自记事起，就学会了

“毛主席万岁”，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
《东方红》。1967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那年，尚在念初中的金可田和当时所
有热血青年一样，满脑子都是毛主席
知识青年下农村的号召，满腔都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雄心壮志。父亲的一句“响应毛主
席号召，你下农村去吧，回家种地”，
金可田义无反顾地弃学从农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可田的父亲
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北
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工作，成为了一名
法官。当时年轻的金可田依然面朝黄
土、背朝天地在永新的小山村种着地。

夜深人静，蛙声一片时，金可田就
琢磨，爷爷教书，是一名先生，父亲硕
士毕业，是一名法官，伯父是中学老
师，家里书香门第，自己实在是有辱家
风，要是能像父亲一样多好，当法官肯
定很威风吧。这是他对法官的最初认
知。

1980 年，金可田像往常一样在田
间劳作，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他如遭
雷击。悲伤过后，25 岁的金可田望着
这一大家子犯了愁，弟弟妹妹，一个
12岁，一个9岁；还有妻子、儿子、母
亲，都指望着他，他得替父亲扛起这个
家。

当北京法院传来金可田可顶替父亲
到丰台区法院上班的消息时，金可田一
直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了，有份稳定的
工作，这一大家子就有指望了。

就这样，金可田放下锄头，从乡村
农民华丽转身为一名首都北京的法官。
鲤鱼跃龙门了，金可田踌躇满志。然而
当法官不像割禾插秧，不懂技巧，蛮干
也成。面对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艰涩
难懂的法律知识，这个种了十几年地的
农村小伙子意识到，法官不是那么容易
当的，也得像干农活一样起早贪黑，才
能笨鸟先飞。

努力就会有收获，多年的积累，
金 可 田 总 结 了 一 套 金 氏 办 案 秘 诀 。

“他马上要退休了。我有一天整理他
的办公室，发现他有几个厚厚的笔记
本，里面密密麻麻全都是他作的法律
学习笔记，有几本还写着丰台区法院
字样。这也许就是他的金氏办案秘
诀，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
永新县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肖镇感叹
道。

正是凭着乡村农民的这股不服输的
倔劲、蛮劲，金可田很快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法官，先后获评北京市法院系统严
打斗争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法院系统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他会在北京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市法院
系统一颗冉冉升起的法官新星时，金可
田作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回
家，回永新。

一时间，丰台区法院炸开了锅，同
事、领导纷纷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留在北

京，关系好的同事语重心长地挽留他：
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留在北京，又在北
京的法院上班，这对一个边远山村走出
来的青年而言，无疑是涅槃重生、乌鸦
变凤凰，现在离开北京，你将来会后悔
的。

金可田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从父
亲分配到北京法院上班的那一刻起，他
就比任何人都渴望北京。曾经魂牵梦
萦，今朝把酒言别，他也是万般滋味在
心头。

但所谓百善孝为先，永新的乡下，
还有母亲要尽孝道；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永新的乡下还要执手
妻儿；长兄如父，永新的乡下，还有弟
弟妹妹要照顾。他实在没法一咬牙一跺
脚放任自己在北京一身轻。

更有好心的同事联系了当时北京的
一家百货公司，让金可田的妻子在百货
公司当售货员，以此解决金可田夫妻千
里之外两地分居的困境。如此一来，金
可田一家团聚，便不用着急回永新了。
但金可田拒绝了，妻子来北京，一家团
聚无疑是喜事，但母亲怎么办？尚年幼
的弟弟妹妹怎么办？

1984 年，金可田踏上了回归家乡
的列车。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恍惚间
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北京有大好的
前途和美好的生活，何苦委屈了自己，
但脑海中挥散不去的是母亲慈祥的笑
容，弟弟妹妹的期盼，妻儿的倚门北
望。

北京，终究只是个梦，是梦开始的
地方，但不是梦结束的地方。

俯首甘为孺子牛

翻开金可田的人生简历，其实再
简 单 不 过 ， 在 北 京 当 了 4 年 法 官 ，

1984 年游子归故里后，就一直在永新
县法院工作，一直居住生活于儿时的
故乡沙市镇龙溪村，跟农民打了一辈
子交道，也干了一辈子农活，办了一
辈子案。

生于斯，长于斯。金可田这辈子
接触最多的是农民，感触最深的是农
民，牵挂最多的是农民。用他自己的
话说，我自己就是个农民老表、泥腿
子，不为农民代言为谁代言。也正是
因为这份农民本色，金可田将群众满
意、百姓放心作为了自己执法办案的
试金石。

家燕穿梭喂雏，知了树梢争鸣。
清风轻徐，但很快湮灭在酷夏的滚滚
热浪中。1996 年的酷夏，在里田法庭
任庭长的金可田摸一把汗，抓起一个
草笠往头上一戴，风风火火地准备出
门办案。一抬眼，远远见一个妇女缓
步走来，近眼一瞅，是个大肚子的孕
妇。

“我要找庭长，我要离婚！”孕妇
小声嗫嚅着说道。

“我就是。”金可田亲切地答道，
连声道：“这大热天的，赶紧到法庭先
坐下慢慢说，小刘啊，你去倒杯水。”

眼前这位戴着草笠的人就是庭
长，而且这么和气亲民，孕妇胆子放
大了，情绪平静后开始声泪俱下地诉
说自己的不幸。

原来，她和丈夫从小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喜结连理后，两人相敬如
宾，不料丈夫在和朋友玩牌娱乐过程
中，迷上了赌博，时常一赌就是一整
天，不光输光了家里的钱财，还偷走
妻子的金银首饰等嫁妆变卖。

听完后，金可田腾地一下就站起
来了：“走，现在就去找你男人，我就
不信了，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去

赌。”
“要不等晌午过后再去，现在外面

温度得有 40 度了。再说，孕妇恐怕吃
不消。”当时的法庭书记员小刘好心提
醒道。

“我们去，她在法庭休息。”说
完，金可田就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前
往 50 公里开外的孕妇家，经过长达 4
个小时的劝说，她的丈夫低下了头，
含着泪写下今后再不染指赌博的保证
书。

一年后，还是那个孕妇，再次来
到了法庭，陪同她前来的，还有身旁
乐滋滋地丈夫和怀里安睡的宝宝。夫
妇俩找到金可田，一见面就要下跪，
金可田慌了神，赶忙扶起，夫妇俩由
衷地感谢道：“没有金庭长，就没有我
们这个家，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步行办案，
当时群众一封信，法官跑断腿。因为
下乡办案，我被狗咬了三四次，金可
田也被狗咬过。到现在，我都怕狗，
留下了阴影。”永新法院副院长眭清周
回忆起年轻时和金可田在法庭办案的
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那时候的金可田，一股子劲，办
起案来废寝忘食、披星戴月，用两条
腿丈量了永新县的每个乡镇，自行车
轱辘碾过了永新县的每个乡村。

和眭清周有同样感受的又何止一
人，忆起和金可田在法庭的酸甜苦
辣，永新县法院民二庭庭长刘琼也有
着切身的体会。

90 年代初的一个寒冬，北风凛
冽，刚大学毕业的刘琼跟随金可田到
30 公里开外地深山里办案，走了一
天，又困又乏，饥寒交迫，晚上又没
地方住，心情跌落到了谷底。正一脸
郁闷地埋头赶路，金可田像捡到宝贝

般兴高采烈地喊道：“这下有地方落
脚了，你们看，这个祠堂挺好的，
晚上就住这儿了。”

本以为时来运转，晚上不用风
餐露宿，未曾想，夜色一暗，眯着
眼准备入睡的刘琼眼一瞥，几口黑
漆漆地棺材赫然在目，年轻的刘琼
心里发毛，辗转难眠，反观一旁的
金可田，早已鼾声如雷。

一蓑烟雨任平生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除了短暂在北京待了 4 年外，金可
田一直生活在一个叫作龙溪村的小
山村，从未离开过农村。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每天天蒙蒙亮，晨光熹微时，金可
田就忙开了，卷起裤脚在田埂里走
一圈，喜滋滋地看着自家的庄稼拔
节而起。田地里回来，洗把脸、扒
口饭，金可田便动身去法庭，先步
行 3 公里到镇上等班车，再坐 30 分
钟班车到法庭，一般到法庭时间在 7
时 30 分之前。他几十年如一日，日
日如此，住在法庭的年轻干警由最
初的惊讶到现在的习以为常。

金可田不是没有想过买房，住
到县城去，日子过得安逸些，“夫千
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
可田也想日子越来越红火。可是他
没有办法，一家七口人都指着他这
份工资过活。

本世纪初，县城的房子才几百
元钱一平方米，永新县城一个房地
产开发商和时任民一庭庭长的金可
田是同学。听闻金可田的事迹后很
受感动，主动提出可以再优惠一些
价格卖一套给金可田。但他不为所
动，一则苦于手头拮据，得四处举
债才能买房，二则他担心占一时便
宜，日后要还人情。

身 边 的 朋 友 笑 他 木 （思 维 死
板，不转弯的意思），“这个开发商
又没案子在法院，你怕什么，人家
又不是送房子给你，只是优惠一
点，有便宜都不捡，连累一家人住
在 破 旧 的 农 村 小 屋 。” 朋 友 、 亲
人、同事都埋怨他，他依然认死
理，就是不松口。

金可田木头木脑，这是很多人
对金可田的最初印象，但金可田的
木，只是表现在争名夺利上，百姓
的事，他从来都是风风火火。

“90年代初，全院也就两三百件
案子，金可田一年一人就要办 50 多
件。那时候得步行到各个乡村去办
案，一路走一路办，50 多件案子不
好办的。他接到案子不拖延，带上法
庭的三件宝：一把雨伞、一个公文
包、一顶草笠就出门了。当时一年办
十几、二十几件案子的法官评办案先
进，他一年办 50 多件却没评上，我
心里愤愤不平，他倒心宽似海，一转
身又办案去了。”眭清周回忆起这段
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像金可田这般
在名利场上的榆木脑袋苦了自己，也
苦了妻儿。金可田的女儿读小学时，
因没钱交学费，总是拖延，最怕被老
师赶出教室，因为年幼懵懂的她对老
师说的没有交学费就赶出教室的话深
信不疑。

本世纪初，在乡下法庭待了十几
年的金可田已经调任法院机关任经济
庭庭长，那年他 45 岁，本以为可以
大展拳脚，努力打拼一番，争取个副
主任科员退休，图个名声好听。但令
他没想到的是，这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任永新县法院院长上任烧的第一把
火就是搞起了竞争上岗，所有庭长
职务都拿出来竞争上岗，考试采取
笔试加领导投票打分的形式。

“考试咱不怕。”自认为法律知
识和办案业务娴熟的金可田信心满
满，斗志昂扬。果不其然，考试成
绩一出，金可田名列前茅，竞考经
济庭庭长职务分数第一名，无奈却
在领导投票打分环节输给了一名年
轻的法官。金可田如斗败的公鸡一
般垂头丧气，一肚子委屈。

结果一出，当时的院长第一时
间就找到了金可田，一句：“可田
啊，你法庭工作经验丰富，你还是
去法庭，带带这帮小年轻。”金可田
二话不说，又热火朝天地投身法庭
了。

“人生和种地其实差不多，种地
你不舍得撒肥，你不舍得浇水，那
庄稼自然就没有营养，收成自然就
会很低。人生其实一样，这也在
乎，那也在乎，不割不舍，人生怎
么会有收获。”金可田点上一根烟，
悠然地望着远方。

眼望远方，一路奔跑。如今，
即将退休的他，没有收获一官半
职，甚至连副主任科员这种职级待
遇都没享受过。但他不觉得亏，本
是农民，却做了法官，已是福报，
何况还有一枚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
天平奖章，“这辈子值了”。

任尔东西南北风

“可田啊，无论如何你得帮舅舅
打赢这场官司，这输了官司多没面
子啊。”1996年，金可田的舅舅风风
火火地来到里田法庭，找到当庭长
的外甥金可田，希望金可田关照下
他和邻居的相邻权纠纷。

“ 舅 舅 ， 您 这 不 是 让 我 为 难
吗？官司哪里有稳赢不输的，打官
司得讲证据……”金可田话还没说
完，他舅舅就黑下脸来，冲着金可
田 嚷 嚷 道 ：“ 我 是 你 舅 舅 ， 亲 舅
舅，这点小忙你都不帮？”话音一
落地，舅舅就麻利地从破旧的口袋
里掏出 300 元一把塞进金可田的口
袋里。

金 可 田 稍 一 愣 神 ， 万 万 没 想
到，这平日里老实巴交的舅舅会来
这一套，顿时严肃起来：“舅舅，您
这是把您外甥往火坑里推，您这不
是害我吗，您得相信法律……”好
说歹说，舅舅才怄气回家了。

等舅舅回去后，金可田还是放
心不下，刚才这一幕，法庭的干警
都看见了，保不齐同事们会暗中相
助以此取悦他这个庭长。金可田当
即提出回避此案，并反复嘱咐庭里
的同事要严格依法依理依证据办
案。此案的另一方当事人得知这一
情况后，大为感动，主动让步，双
方心平气和地达成了调解。

没曾想，舅舅却逢人就数落金
可田，说他如何脸黑，没有良心，
连亲舅舅都不给一点面子。也不知
道他这是夸还是骂，总之，十里八
乡这下都知道金可田办案不讲情
面，是个黑脸的包公。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

1998 年，里田镇的一个小伙子
和小姑娘订婚了，小伙子按规定给
付了彩礼，两人按乡规民俗办了喜
宴后不久，小姑娘就开始闹着要离
婚。小伙子坚决不同意离婚，小姑
娘认为两人感情已经破裂，勉强在
一起已无必要。

怕法官判离的小伙子以死威胁
金可田，金可田不为所动，两人感
情确实已经破裂，符合离婚的实质
条件，金可田心里暗暗打定主意。

寒 冬 的 一 个 早 晨 ， 天 刚 蒙 蒙
亮，金可田一打开法庭的门，顿时
倒抽一口凉气，门口赫然摆放着一
捆雷管。原来，这个不愿离婚的小
伙子生怕法官判离后人财两空，不
仅老婆没了，彩礼也没了，就想出
用雷管吓唬法官的伎俩。

亲朋好友闻讯，纷纷劝说金可
田，你就不要判离了，多吓人啊。
再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金可田却毫不畏惧，两人感情完全
破裂了，法官若为求自保判不离，
耽误的是两个年轻人的青春。

很快，金可田下了离婚判决，
判决两人离婚，女方返还彩礼给男
方。小伙子拿到离婚判决的那一
刻，低着头轻轻地对金可田说了
声：“对不起！谢谢您！”

金可田就是这么一个人，以其
“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的不贪、不惧、不枉、不纵的司法
操守，如一片冰心悬于玉壶，清澈
透亮，赢得了百姓的点赞认可，也赢
得了同事的尊重。

初见金可田，他正襟危坐等着接受
采访，一件灰色的夹克套着一件略皱的
蓝色法官制服，低着头揩拭着别在夹克
上的法徽，神情庄严而专注。见到笔者，
他咧着嘴露出老农般憨厚的笑容。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让笔者
读懂了他之所以愿意选择离开北京，远
离喧嚣，远离霓虹，也远离繁华，是因为
担当与责任。他的根在乡村，血脉在乡
村，就像风筝一样，飞得再高，始终有一

根线牵引着他，而断线的风筝，飞得再
高，终究飘零。

这让我想起一句关于责任的经典
分类。责任分两种：一种如清茶，倒一
杯是一杯，永远是被动；一种如啤酒，
刚倒半杯，便已泡沫翻腾，永远是主
动。金可田，他选择了农村，就坚持了
一份农民的主动担当，厚道、淳朴、善
良；选择了法律，就坚守了一份法律人
的主动责任，公正、廉洁、为民。

人生之苦，不在于山高路远；人生
之难，不在于所向披靡，而在于甘于清
贫，守望寂寞，坚持底线，不乐名不乐
利，唯乐山乐水，自始至终保有一片冰
心在玉壶的高洁与坚守。

得失面前，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
花落；名利面前，去留无意，望天上云
卷云舒。这是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
是心如止水的人格修养，更是也无风
雨也无晴的生命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