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日，
许多人没有休息

【手 记】

周刊

这篇报道，
与其说是记者采写的，
不
如说是所有怀念陈海发的人共同书写的。
12 月 21 日，很多人彻夜难眠。对于
陈海发的离世，大家都说“不敢相信”。
于情，不愿相信，于理，不能相信。从确
诊癌症晚期直到病逝，
他一直坚持工作，
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病情。
消息一出，网上网下纪念文字喷涌
而出，悼念之声连绵不绝。
“心一下子变
得冰冷，如同这冬天的温度。”
“可亲、可
敬、
可赞。
“亦师亦友”
”
“亦兄亦父”
……

采由木铎
蕴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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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周日。按民间说法，
这一天是他的
“头七”
，恰逢周末，
很多
人没有休息，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怀念
他。得知《人民法院报》要报道他的事
迹，许多人自发地向记者回忆与他交
往的点点滴滴。
记者的收件箱首页一次次被陌生
账号刷屏，
微信叮咚作响，
有的是一篇
文章，
有的是一段视频，
有的是几张照
片，
有的仅仅是一段文字。
他们中有陈海发的现任同事，有

媒体同行，
有他在河南法院的老相识，
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他带出的徒
弟，
有他帮过的实习生，
有被他
“训”
过
的下属，甚至还有因公出差与他有简
单交往的法院人。他们有的在北京，
有的在河南，有的在重庆，有的在吉
林……只为了同一个人，他们心中的
发哥、
老站长、
老兄、
陈老师。
记忆虽然停摆却并未荒芜，人们
用一个个生命空间里无声的细节，来
诉说他为事业奋斗的 30 年。

法治新媒体的拓疆者
——追记最高法院新闻局副局长、人民法院报社副总编陈海发
本报记者 徐光明 李 阳
“陈局，我们来看您了！
”
法官之家 819 房间是陈海发在北京
工作期间的临时住所。12 月 9 日，这里
突然热闹起来。
中国法院网新媒体部员工们捧着蛋
糕和鲜花拥进屋子，一同带来的还有一
条喜讯：一天前，陈海发获得了 2015 年
政府网站最佳管理者称号。
“谢谢大家。”他拖着沉重的身子挪
下床，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合个影吧。
”有人提议。
曾经 180 斤的他被癌症折磨得变了
模样。他反复挑选出一件认为最帅的服
装，穿在身上还是显得肥大。
“王世洋，你要多用心啊。小薛、小
仲不小了，要抓紧解决个人问题。马佳
妮，你那胖小子啥时抱来给我看看。”看
见大家围在自己身边笑着闹着，他喃喃
地说：
“ 我要是有这么多儿子闺女就好
了。”
蜡烛燃起。
“陈局，许个愿吧。
”
“我要许愿就是大的……还是不许
了吧。
”
短暂的沉默。
一天后，他住进了医院。

探路
1975 年的新疆，
天山脚下。
入夜，刺骨的寒风呼啸着，鹅毛大雪
堆在营房的窗台上足有一尺多高。山上
的白雪和地上冰溜的反光映得寒夜更加
清冷。
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哨位旁，瞪大
眼睛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动静。因为紧
张，手中的枪抓得紧紧的，心跳得像是要
冲出胸膛，脊梁沟不停地往下冒汗。
这是他第一次站岗，任务是守卫部
队的弹药库。
多年以后，他仍为自己当年的胆小
而懊悔，决心在部队里好好锻炼才干、锻
炼胆量。
他叫陈海发。1985 年转业到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后来担任河南高院新
闻宣传处处长、人民法院报社驻河南记
者站站长。
这一次，他要站的是人民法院新闻
宣传这班岗。
“知道吗，我有 4 个情人。”
“手机，相机、电脑和车轮。”没等对
方回过神儿，
他就嘿嘿一笑，揭了谜底。
没错。一个拿着两部手机，包里装
着电脑，脖子上挎个相机，憨态可掬的中
原大汉，开着车到处跑新闻。
细琢磨，这四样加起来就等于法院
新闻宣传工作，也是他一生的事业。
敢说敢做，
雷厉风行，满脑子新想法
并总能付诸行动，这是工作中的陈海发
留给同事们最深的印象。
2008 年，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提出
裁判文书上网的要求后，他想尽办法用
半年时间建起了 183 个网站，提前一年
完成这项工程。
在他的推动下，河南高院在全国率
先创建了河南法院官方网站和河南三级
法院网站群，开通了庭审视频直播网。
2011 年，在全国首开“豫法阳光”微博，
组建全省法院微博群，开设微博发布厅，
开通官方微信。
“当时国家机关开通微博是一件很
艰难的事，他的思想是很超前的。”新浪
微博政府关系总监肖燕感叹。
在陈海发看来，
“ 豫法阳光”不仅仅
是一个宣传平台，更主要的是通过它来

爸，昨晚我又梦到您了。梦到您
在昏迷了一天一夜之后，睁开了眼，扶
着床边坐了起来。您说您饿了，我端
着一碗馄饨一口一口地喂您，就像小
时候，您端着刚蒸好的鸡蛋羹，一口一
口地喂我。
爸，您还记得吗？我到北京工作
的前一天，您把我带到您的办公室，指
着满墙各种各样的奖牌对我说：
“雁过
留声，人过留名。你爸这一辈子挣不
了多少钱，也当不了多大的官，这一墙
的奖牌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你
一定要记住，你是我陈海发的女儿，无
论做什么，都要努力做到最好，要让别
人挑不出毛病。
”
爸，十几年来，您的话我一直记
得，从不敢忘记。2013 年 10 月那天，
您打电话告诉我，您要调到北京工作
了，您知道我听了有多高兴吗？我一
个人在北京工作了 11 年了，咱们终于
可以父女团聚，能够天天在一起了！

钟
倾听群众声音，解决群众困难，
实现民意
沟通。
“‘挺进大别山’
‘ 走进太行山’等基
层法庭微博直播活动中，海发主任带领
我们跟着法官一起上山下乡、走村入户，
行程达 4000 多公里，翻越大小山头 200
余座。”河南高院克仰志说，为的就是反
映基层法官最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审核文稿的同时，酷爱摄影的他有
时还兼顾拍照。为了一张好的构图，50
多岁的他不顾危险上高坡、下山涧。同
事们为他捏着汗，他却不以为然：
“为了
创作，舍生而忘死。
”
“陈站长工作起来眼里不揉沙子。”
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干警黄芳曾在河
南高院实习。
“有一次，陈站长把我叫到
办公室，很认真地指出了我的一个错误：
一篇刑事案件报道里的
‘被告人’
少了个
‘人’
字。
”
紧接着，陈海发耐心地给她讲解了
差别和后果，并拿出几本准备好的法学
书让她读：
“人可以不聪明，
但必须踏实，
读书学习永远不能停。
”
“这件事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态

度。
”
两个月后，
黄芳承担起筹建、设计和
维护郑州法院网的任务。
“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每天工作
八小时’的概念。”克仰志曾与陈海发共
事 4 年，
“ 每天早上我来上班时，他办公
室的灯就亮着 。晚上下班时 ，仍旧亮
着。
”
戴着老花镜，
使用“两指打字法”，
在
键盘上敲出一篇篇经典报道和精美文
章。
发展至今，“豫法阳光”微博先后
荣获 20 多个全国性奖项，成为全国政
务微博的样板。而陈海发本人也被最高
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并连
续 20 年获评人民法院报社优秀记者，
为全国法院利用新媒体探索出了一条路
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司法改革
再提速，司法公开成为“急先锋”。最高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多次强调，
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司法公开的
广度和深度。
关键时刻，陈海发被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点名”
进京，
负责网络新媒体工作。
更大的舆论阵地，
等待他的进攻。

旭 摄

迅跑
“老婆，我要去北京工作了。”2013
年 11 月初的一个傍晚，陈海发下班回到
家就对妻子宣布了这个决定。
“又贫，
不就是出差吗？”
妻子低着头
修剪阳台的花草。
“不是出差，
是调到北京工作。”
“你都 57 岁了，还有两年就退休
了……”
“不中，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信
任，
让我去做大做强新媒体。”
一周后，11 月 10 日，姬留琴看着丈
夫上了火车。
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渐渐远去。站
台上，
她一个人呆立许久，
泪水被风吹了
又吹。
“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
你都给我带
礼物，
数不清有多少了。这一走，
你啥时
回呢？”
姬留琴喃喃自语。
时已入冬，中原大地一片萧条。列
车载着他，向北疾驶。家人恋恋不舍的
眼神，
即将面对的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的期待……他的心里满满的。
他清楚地记得，不久前最高人民
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微博群建设推进
会。周强院长批示说，大力提升新媒
体时代的舆论引导能力，努力建构适
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全媒体、立体化
的信息传播格局；景汉朝副院长也明
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周强
院长的要求，把官方微博建设作为人
民法院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
履新 11 天，陈海发就创建了全国
首个国家级官方微博——最高人民法
院新浪官方微博。最高人民法院官方
微信、全国法院微博发布厅也同日上
线。这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在运用新
媒体推进司法公开、加大民意沟通等
方面又迈出了新步伐。
“许多工作，我们总是先想到困
难，但陈局想的是如何解决困难。”中
国法院网新媒体部副主任赵晓菲回忆
说，全国法院微博群建设推进会召开
后，
在人民法院报社的推动下，
许多法
院开通了官方微博，但还有一些法院
没有认识到新媒体对于法院工作的推
动作用。力推全国四级法院开通官方
微博，难度可想而知。他就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讲微博的好处，并对开通给
予指导和帮助。
当年年底，全国有 2170 家法院开
通微博，
被业内公认为“法院微博引领
2013 年全国微博”。
12 月 11 日，
“ 中国法院庭审直播
网”
开通，
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的渠道进
一步拓宽。26 日，
“最高人民法院网”
搜狐客户端开通。
《人民日报》、今日头
条、网易新闻等新闻客户端也陆续开
通，全面占领国内主流新闻客户端阵
地。
“最高人民法院新媒体代表着国
家最高审判机关的形象，在信息发布
上必须准确权威。”陈海发要求，发布
的每一条微博都要经他审核。
“我们值
班到凌晨，他也在平台的另一端陪我
们到凌晨。”新媒体部薛庆灵说，第二
天我们轮休，
他还要继续工作。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即时
性，最高人民法院新媒体更是处于舆
论的风口浪尖，需要时时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
“人们休息的时候，往往是点
击量最多的时候，越要盯紧。”陈海发
就像一个战士，在舆论阵地上时刻保
持警醒。
2014 年 4 月 10 日，有网友反映一
名自称住址为东交民巷 27 号（最高人
民法院）的女子与其发生纠纷且态度
蛮横。
此帖一出，瞬间转发 800 条，几个
小时后达到 4000 条。
“一定要给网友一个回应。”陈海
发立即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进
行核查。
查明真相后，11 日凌晨官微作出
回应：我院工作人员中，没有该名女
子。及时澄清了事实，避免了谣言滋
生。
而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最
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都对裁判理由、
判决结果进行了详细解读，引导人们
正确认识和看待法院工作。
刚来北京的半年里，妻子放心不
下，就经常利用周末来看他。发现他
每次都要熬到凌晨一点多，
看电脑，
刷
手机。躺下休息一会儿，四五点钟又
起来忙。
“即便是睡觉，
也要开着灯，
他

写给天堂里的父亲
陈
可我没想到，为了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
博、微信上线的事情，您忙得脚不着地，
想要见您一面都困难。
每天下班后我悄悄地到您办公室，
您不是在外面联系各项事宜，就是坐在
电脑前敲敲打打。我还没说上几句话，
您就说：
“你赶紧回去吧，我这儿正忙着
呢。”
爸，我知道，您太忙了。那段日子，
为了官方微博及时开通，您每天要熬到
凌晨两三点钟，实在累了，
就在办公室的
小床上躺上一会儿。即使睡觉的时间也
要把几个手机都开着放在枕边，一旦有
事，立即起来处理。您常常是凌晨才睡
下，四五点钟又起来忙了。这样高强度
的工作，就是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呀，
何

况您已经是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我这个
做女儿的，怎么能不心疼？我劝您不要
太拼命，悠着点。可每次您都反过来训
我：
“工作就是工作，都像你说的悠着点
吊儿郎当的，
什么事也干不成！”
去年 3 月，单位组织体检，我看您迟
迟没去，到您办公室提醒您。您却笑着
说：
“我的身体好着呢，比你们都壮实。”
我再劝，
您就有点急了：
“妮儿呀，
你不知
道爸爸有多少事要做，最高人民法院把
你爸爸调过来是干工作的，现在这么多
事情等着我做，
哪有时间呀。”
爸，您知道我现在有多后悔吗？如
果我知道，
说什么我也会坚持！那样，
您
的病就可以早一点发现，
也许，
您就可以
不走了！

冰
去 年 7 月 14 日 ，您 让 我 陪 您 去 医
院。当时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您的身
体一直很好，
除了那次阑尾炎手术之外，
从来没有进过医院。
那天在协和医院，郑医生给您做了
检查后，
让您在休息区休息，
带着我去收
费处交费。到收费处旁边，他悄悄告诉
我，
您得的很可能是直肠癌！
爸，您知道吗？我当时觉得整个天
都塌了！可我不敢哭，我怕您看到。我
就呆呆地愣在那儿，
一步也走不动。
为了不让您心理压力太大，我向您
隐瞒了病情。所有的化验结果不敢让您
看到，我说，您忙，像取结果这样的小事
都交给我吧。您知道，当我看到您不仅
是直肠癌，
而且伴有多发肝转移，
已经是

晚期时，我有多心疼。我独自坐在协
和医院的椅子上哭了半个小时，然后
擦干眼泪，
回到办公室，
笑嘻嘻地对您
说，
没事，
小问题。
爸，您患病后，每次陪您去医院，
看着您一边化疗，一边用另一只手翻
看着手机微博，您知道我心里有多痛
吗？
我一次又一次地劝您先把工作放
放，养好病再做，您每次都说：“我
现在又不是干不动了，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就得把我的工作干好！你记
住，人活在这世上总是要干点事，活
着 才 有 价 值 。” 您 的 话 ， 我 无 法 反
驳，可是，女儿心里疼呀！
去年 9 月，您开始了第一个疗程，

说怕自己睡过了头。
”
妻子心疼：
“海发，
这样可不行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
“我来这就是工作的，身体好着
呢。
”
2014 年 7 月 10 日 ，又 是 一 个 周
末。陈海发赶到北京西站接来探望他
的妻子。在出站口见到丈夫的一刹
那，
姬留琴心头一紧：
“海发，
一个月不
见你怎么瘦这么多，
脸色也不好？”
“没事，可能是老毛病痔疮又犯
了，
一会儿给我买点药吧。”

突破
天天和网民打交道，陈海发对网
民的诉求十分了解。看到人民网的
“地方领导留言板”做得好，他立即提
出：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让普
通老百姓能直接对话大法官。”
经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同意后，他
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在一周内把栏目建
起来。又指挥新媒体部，
“赶紧拟一个
通知，
让各高院找管理员落实。”
“再写一个栏目介绍，
中午一点必
须给我，
下午栏目就推。
”
2014 年 2 月 21 日，
“ 给大法官留
言”栏目开通。这是第一个老百姓能
直接对话大法官的平台。截至目前，
全国法院有效留言回复率达到 90%以
上，近半数的法院回复率达到 100%。
越来越多的网友被“大法官”
们认真负
责的态度感动，
但他们不会想到，
是谁
把“大法官”
推到了台前。
“医生，
是不是弄错了呀？海发身
体一向很好，
大冬天也不穿毛衣。”
“直肠癌伴有多发肝转移”，当看
到协和医院 2014 年 7 月 28 日复查诊
断书，与 14 天前的初检结果一样，姬
留琴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医生指着 CT 片子：
“ 看这里，大
大小小的阴影快铺满他的肝脏了。”
她
数了数，
有七块。
“能手术吗？”
“不行了，
太晚了，
顶多 3 个月。”
“能换肝吗？我这就回老家把房
子卖了，
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治。”
医生无奈地摇摇头。
看见等候在休息区的丈夫，姬留
琴艰难地从嘴角里挤出一丝微笑：
“医生说你直肠上长了个东西，治疗
一段时间就好了。”说着说着，眼圈
红了。
“老婆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结果不
好？”
“好，好，咱们发现得早。”她紧紧
地咬住牙。
“这叫什么事呀，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看病的。
”陈海发急了。
在司法公开这条路上，他总是那
么急，
从未放慢过步子。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视察解放军
报社时指出，
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
勇于创新。要多深入基层、深入一线，
了解第一手材料。在微博发布平台，
总
书记亲自敲击键盘发出了一条微博。
（下转第七版）

见习编辑 陆茜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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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 25 天的放疗。为了不影响工
作，您嘱咐我，好好和医生沟通，约
到下班时间治疗。放疗对人体的
损害是不可想象的。郑医生告诉
我，很多病人放疗半个疗程就宁可
死都不再继续了。可是您坚持下
来了，尽管强烈的辐射把您的皮肤
照得溃烂；尽管剧烈的反应让您吃
不下饭，您还是坚持下来了。您的
毅力，
让医生都惊叹。
爸，您患病的日子里，我尽量
在您面前表现得轻松，每次医生告
诉我您的病情有新的变化时，我都
会抑制不住愁眉苦脸。我还记得，
您总是宽慰我：
“没事，不管发生什
么事，都不要怕。如果你畏惧了，
你首先就输了，只要有勇气，没什
么战胜不了的。爸爸一生经历过
很多次九死一生的事，每次都挺过
来了，
这一关也会挺过去的。”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