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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惩犯罪 更要拯救心灵

见过太多生死 更应热爱生活【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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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权力 敬畏法律

徐娟和律师在刑一庭会客室沟通案情。 曾 妍 摄

徐娟（后排右三）参加“爱之光阴”献爱心活动，给福利院的孩子们送温
暖。 资料图片

“1只羊、2只羊、3只羊……1021只
羊、1022 只羊、1023 只羊……”已是深
夜，徐娟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中午
趴在办公桌上的那个梦让她心有余悸。
恨自己不该伏在案卷上睡觉，可能是尸
检照片过于血腥，午憩竟然与“女鬼”相
遇了。

经常与残缺不堪的尸体、血淋淋的
解剖照片等打交道，耳边时不时还会有
同事们各种灵异故事的调侃，徐娟一度
情绪焦虑、甚至神经衰弱。

克服恐惧

这个生性胆小的湘妹子就是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徐娟。她在家
连蚊子都不敢拍，更不用说要与充斥着
血腥的刑事案卷打交道。

大学的《法医学》课堂上，为了让同
学们了解人窒息死亡后，肺部所呈现的
状况，老师要同学们完成一个实验：“请
大家把兔子溺死，然后解剖，仔细观察肺
泡的状态。”

徐娟早已躲到了同学们的身后，“男
同学在操作，我就躲在他们身后，光溺死
兔子这一个步骤就恐怖得让人不敢看，
更别提还要解剖！”

大学期间，徐娟对《法医学》不求甚
解，在报考研究生时，她扬言坚决不报考
刑法或刑事诉讼法专业。

然而，专业选择由己，职业选择由
命。命运给她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2006年 8月，她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
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通过公招进
入湖南高院后，却被分配到了专门从事
暴力犯罪案件审判的刑事审判第一庭。
这一干就是十年。

起初，徐娟一看到案卷中血迹斑斑
的尸检照片就恶心、反胃，吃饭毫无食
欲，晚上还失眠做噩梦。“心理障碍比肉
体痛苦更折磨人。”但是徐娟没有选择当
逃兵，而是设法克服了对血腥的刑事案
卷严重的心理障碍。

徐娟重新翻阅起了《法医学》，购置
了《人体解剖学》等医学书籍，看到血腥
之处恨不得立马把书合上，但还是硬着
头皮“啃”下来了。喜欢看美剧的她，还
找了《犯罪现场调查》《识骨追踪》等观看
练胆。

不断丰富的医学知识使她逐步摆脱
了恐惧心理，对一些常见病还能说出个
一二。“徐娟经常要帮我们把脉，满口的
专业术语，浮脉、滑脉、沉脉之类的，我们
都叫她‘徐兽医’。”同事周治华笑言。

“要判明真凶，帮被害人申冤，这是
我从事刑事审判的工作追求，也是这个
追求让我强迫着自己努力克服心理障
碍。”

摆脱了心理恐惧后，徐娟学会了从
各种尸体解剖照片中找出蛛丝马迹。血
淋淋的脏器不再是一堆堆红色恐怖的物
件，而是一件件会说话的证据。

她审理的益阳市梁某等3人故意伤
害罪一案，由于被害人刘某是在距离梁
某对其实施殴打的地点 2.5公里之外 10
小时之后死亡，这期间是否存在交通事
故伤害或者其他介入因素存疑。梁某等
3人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刘某的死亡与 3
被告人的殴打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
系。

拿到案卷后，为了全面查清案件事
实，不枉不纵，徐娟仔细阅卷，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

通过仔细查阅刘某的尸体照片，她
发现被害人的两条伤口呈倒八字状，同
时结合现场勘查笔录，分析伤口的形成
不符合交通事故形成特征，而刘某头枕

部两侧的裂创在头部着地时可被地面石
头作用形成。加之，尸检鉴定意见显示
刘某头部受伤后逐步昏迷，伤后约24小
时死亡。据此，她从刘某的死亡时间往
前推算，与梁某等人殴打刘某的时间高
度吻合。

最终，徐娟排除了合理怀疑，依法对
梁某等3人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证据的研究、判断与认定，徐娟
有自己的一套。她所撰写的李某等 10
人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等罪一案的审理报
告，被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湖南高
院刑一庭原庭长廖具之推介为常德中院
刑事案件审理报告范本。

“该案死亡人数多达 20 余人，被害
人面目全非，尸体也不完整，难以辨认。
徐娟从死者是谁入手，能辨认的辨认，不
能辨认的做DNA鉴定。从爆炸物的来
源、爆炸的起因、时间等，条理清晰、层次
分明地阐述得非常清楚，为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判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廖具之
说。

迎难而上

2014 年 7 月，徐娟接手了她办案以
来最“大”的一个案子——70余本案卷，
27名被告人，10余个罪名，祁东县刘某
等涉黑案的案卷堆在办公桌上，比她娇
小的个头高出很多。

“不畏难、迎难上，难案要案全力
办。”徐娟暗自鼓励自己。

徐娟所承办的案件当中，大部分是
多人多次的涉毒案件。其中，包括由公
安部督办的李某等 19人、吴某等 18人、
岩某等14人、刘某等11人有重大影响的
涉毒案件，但涉黑大要案，这还是第一
个。

为了熟悉涉黑案件的审理特点，她

找来《刑事审判参考》（涉黑案件专辑）等
书籍，还从网上下载了湖南张君、重庆龚
刚模、山东聂磊等涉黑经典案例仔细研
读。

为了在审限内结案，她连续阅卷 10
余天，按罪名书写阅卷笔录 100 余页。
同时，还将每个被告人涉及犯罪事实存
在的疑点、争议的焦点用详尽的证据列
明，理顺案件脉络。

午饭在食堂解决，晚饭则咬几口干
粮或者把自己带的饭用庭里的微波炉热
一热将就对付。

7 月，在有“火炉”之称的长沙已炎
热难耐。在办公楼，工作时间之外不供
应空调。晚上，徐娟在办公室与风扇和
蚊子相伴。下班路上有蛐蛐蛙声相随。
每次从湿热黏糊的办公座椅上抽身回到
家才意识到身上已被蚊子叮得多处红
肿。

阅卷后，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提审。
徐娟按照一审判决书载明的被告人关押
地址挨个提审，辗转于衡阳市第一看守
所、衡阳市第二看守所、祁东县看守所、
株洲市看守所。

一次，上午在祁东县看守所提审完
毕后，马不停蹄地赶到衡阳市第二看守
所，结果被告知被告人不关押在这里，于
是他们又赶往下一站。100多公里的路
程下来，饭点已过，大家早已饥肠辘辘。

之后，她多次推倒审理报告结构。
最后，经过反复构思她按总分的结构撰
写审理报告，先列明四个特征，再分述
10余个罪名，以各被告人在犯罪中所起
的作用为主线，反复阅卷核对证据，查找
各被告人多次供述的细微不同之处，让
被告人的翻供在翔实的证据面前不攻自
破。

150 余页、10 余万字的审理报告终
于一气呵成。这起涉黑大要案在审限内

顺利审结。
“刑事审判需要在是与非、善与恶、

正义与邪恶之中作出泾渭分明、不偏不
倚的判决。”在徐娟看来，“只有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理论素养才能更好地理解司
法的内涵，遵循司法规律，捍卫法律的尊
严。”

受过7年法学专业教育的徐娟从未
停止过学习的脚步。她在办案中注重理
论知识的积累，同时，结合自己的审判实
践撰写了《“罪无可赦 情有可原”——被
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共同犯罪
中自首的认定》等论文、案例分析。

她所撰写的论文《程序性制裁下的
非法取证识别几率的实证分析——一种
信息经济学视角的认知》先后荣获中国
审判理论研究会2015年年会二等奖、第
十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二等奖、第二十
六届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优秀奖。她还
针对新型网络犯罪问题撰写了论文《介
入与限制：双层空间下网络诽谤罪的司
法认定》，该文荣获第二十七届全国法院
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法律冰冷也温情

“你为什么贩毒？”2015年10月的一
天，徐娟来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提审一
起贩毒案件的被告人。这已经是今天提
审的第五名被告人了。“何某戴副眼镜，
看起来很儒雅。”

“哎！都是因为交友不慎。染上毒
瘾后逐渐发展到以贩养吸……”被告人
何某从自己以前的红火生意聊到因为毒
品卖店改行，从与妻子旅游途中舍身救
人聊到自己太极拳等兴趣爱好。

书记员小谢指了指手表，示意徐娟时
间不早了。“听他讲完。”直到看守所来催
收监，徐娟才打断了何某：“那我们下次再

聊。”这才走进漆黑的夜幕里匆匆返程。
在徐娟看来，充分尊重每位被告

人的表达意愿是一位法官应有的品
质。尽管办案时间已很紧张，她也绝
不压缩提审时间。

第二天，何某的辩护人来到徐娟
的办公室：“徐法官，我的当事人让我
谢谢你，谢谢你给了他充分的时间让
他把话说完。他觉得酣畅淋漓，不论
案件判决结果如何，都谢谢你对他的
如此尊重！”

徐娟说：“其实，许多罪犯在犯罪
前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也可能是一
个好父亲、好姐姐，也有自己的苦难、
喜悦和困惑。作为刑事法官，除了严
惩犯罪分子之外，更要拯救他们的灵
魂。希望能用良知唤醒他们认罪服
法，让他们感受到冰冷的法律也有温
情的一面。”对被告人如此，对被害人
又何尝不是。

“你来我办公室吧。”徐娟挂上电
话，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与肖某通
电话。

这是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告人范
某因纠纷将肖某的丈夫熊某捅刺身
亡。丈夫死后，体弱多病的肖某失去
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还需独自抚养年
幼的儿子。范某是残疾人，无力赔偿
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肖某一蹶不
振，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儿子亦无法
正常上学。

每次通话都是半个小时以上，肖
某在电话那头哭诉，徐娟在电话这头
聆听。“看到她一直没能走出来，希望
当面谈一谈能帮助她释然一些。”

“丈夫去世后，我失眠又多病，儿子
失去了精神支柱，成绩下滑，徐法官，我
该怎么办？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作为母亲，你应该首先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做儿子的榜样。”徐娟尽力
开导着，“家里没钱，你要自食其力，可
以去找点事情做，既能弥补经济不足，
又能尽快走出痛苦。儿子只剩下你，
你要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好好引导他
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半个月后，肖某又打来电话，“儿
子要开学了，家里没钱怎么办呀？”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确实没有赔
偿能力，你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徐法官，我不会写字，写不好。”
“那我帮你写吧。”
后来再接到肖某的电话时，徐娟

能明显感受到肖某变得积极乐观了：
“徐法官，谢谢你的帮助，我们已拿到
5 万元国家救助，我现在在超市当营
业员，儿子也重返校园了。”

在更多人心中播下法治
的种子

“同学们知道哪些法律？”
“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行

政法。”
“哇！你知道这么多法律呀！太

棒了！送你一个小礼物。”徐娟把法
律漫画书送给南雅中学的小刘同学。

2015年5月27日，徐娟在“珍爱生
命、法在心中”青少年法制宣传活动中
给长沙市雅礼实验中学、南雅中学的
120 名同学上了一堂《放飞青春的梦
想——法伴成长》的法制讲座。

“以前爸爸妈妈看我的日记、手机
短信、微信我只是反感，听了法官阿姨
的讲座，知道了他们这种行为是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雅礼实验中学的学生代表说，“未
满 16周岁不能打工、网购中应该注意
的问题等都和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
关。”

“希望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帮助
同学们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认识
到依法办事、正确维权、远离伤害的重
要意义。”徐娟说，“通过讲座中的频繁
互动，很欣慰看到同学们对法律这么
感兴趣。”

“徐娟的法律宣讲，使青少年学生
认识到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人、家庭、社
会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为即将走上社会的学生群体树立
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提
高学生的法律素质，对于预防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大有裨益。”湖南高院机关
团委书记伍玉联说。

徐娟是湖南高院法律志愿宣讲团
成员。她和她的宣讲团队同事们不定
期开展法律咨询、宣讲等志愿服务活
动。在审判台下，他们通过以案释法，
法官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将法律志愿
宣讲与法律宣传职能结合起来，一次
次播撒法治的种子。2015年，湖南高
院志愿者普法工作受到团中央表彰。

湖南高院“爱之光阴”义工团队、
法院同仁发起的“福袋行动”等徐娟都
有参与。“这是法律人应有的爱心和良
知。”徐娟还经常给孩子们寄送一些必
须物品，看看她的淘宝订单，大多是：
书籍、书包、雨伞、台灯、望远镜……

记者：您主审的案件被收入了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涉医犯罪四大典型案
例。您怎么看待涉医犯罪案件？

徐娟：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医患
矛盾日益突出。要妥善解决这一矛
盾，一方面需要医生秉持“仁心仁术”
的医德，平等对待每一个患者，加强与
患者的沟通；另一方面，患者也要体谅
医生的压力和不易以及医学发展的边
界，理性对待和接受医疗效果。医患
之间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因为医生
也是法律上平等的普通主体、普通生
命，如果患者采取盲目极端的方式处
理医患纠纷，涉及到侵害人身权利、甚
至上升到犯罪，作为我们刑事法官要
坚决对暴力伤医案说“不”，用司法的
权威来阻断暴力伤医案件的发生，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记者：每次办案前您都会做哪些

“功课”？
徐娟：由于每件案件、每个被告人或

被害人都有各自的特殊性，虽然审理了
10年的案件，但每次办案时都会相应做
一些功课。

作为一个刑事法官，我认为最重要
的是要“用心”。一是“用细心”办理每件
案件，对待刑事案件要如履薄冰，谨小慎
微，对每一份证据要抽丝剥茧，条分缕
析，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让每
一个证据、每个事实经得起推敲，才能将
每一件案件办成“铁案”；二是“用良心”
对待每一个当事人，不管是被告人，还是
被害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主体，要充
分尊重他们的人格，要善于倾听他们的

意见，既要用温情唤醒被告人的良知，又
要用温情让被害人及其家属释怀，带着

“良心”办案才能让法律折射出更耀眼的
光芒；三是“用公心”审理案件，刑事法官
只有不偏不倚，心底无私，才能维系心中
天平的平衡，才能努力做到罪责刑相一
致，才能问心无愧地敲下每一次法槌。

记者：您是怎样抵制审判工作中的
各种诱惑的？

徐娟：但凡涉及利益，难免有各种诱
惑。刑事审判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
誉、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工作中确实存
在诱惑。2008 年办理的第一件死刑案
件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寒风凛凛的冬天，一个衣

衫单薄的中年母亲，怯生生地敲开我办
公室的门。她是我办理案件的被害人母
亲。落座后，这位悲伤过度的母亲一直
哭诉，央求我一定要将杀害她儿子的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我尽力安慰，她的心
情才有些缓解，但她突然又坐立不安，颤
颤巍巍地从内侧的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叠
皱巴巴的钱执意塞到我手中：“徐法官，
这是1000元，你一定要收下……”

我看现场的时候去过她家，这位朴实
的母亲靠捡废品为生，家徒四壁，她居然
东挪西凑想着送礼。我坚决地拒绝了。

此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位母亲
一直心中不安，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担
心因我的拒绝而对判决有所偏私。

半年后，得知杀害她儿子的犯罪
分子被绳之以法，她给我送来“公正司
法 除暴安良”的锦旗。

从这以后，我深刻体会到人民群
众诉讼的不易，更加认识到手中法槌
之沉重，也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心怀良
知和悲悯之心，敬畏手中的权力，敬畏
神圣的法律，襟怀坦荡，廉洁公正，时
刻不忘“仰望头顶灿烂的星空和尊崇
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

记者：您学的是经济法专业，有没
有从刑事审判转岗到民事审判的计划？

徐娟：读研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经
济法专业（商法方向），当时最大的梦
想就是成为一个驰骋商界和法律界，

主导公司并购、上市法律业务的
“白骨精”。

毕业时，我始终未能忘却心中
这份最初的梦想，也曾到过金杜律
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这样的
非讼业务专业所求职面试。

但是，梦想终归要归于现实，
当我考入湖南高院并被分配到刑
一庭后，也曾经历了最初的失落，
到逐步接受现实，再到对这份工作
倾注了浓厚的感情。

虽然，我的一些同学在北上广
深的知名律师事务所从事多年非讼
业务年薪已逾百万，他们有人也曾
劝我找回最初的梦想。但10年的刑
事审判工作，早已让我感受到了作
为刑事法官的庄重威严，让我充满
了惩恶扬善的正能量，让我对这份
事业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

糖醋排骨、剁椒蒸鲫鱼、水煮肉片……
“妈妈你真是做菜高手！”
午休时间不忙的话，徐娟便会去菜

市场买菜，这样晚上一下班就可以赶回
家为家人呈上一桌可口的饭菜。儿子果
果对于自己厨艺的褒奖，让徐娟觉得自
己就是最幸福的人。

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徐娟觉得自己
亏欠父母、丈夫、孩子太多。在刑事审判
庭，出差不是论天，而是论周。果果的最
大愿望就是每天能有妈妈陪伴入睡。

一次，徐娟为了审结一起多人多
笔的贩毒案件，加班至子夜时分才披
星戴月回到家。蹑手蹑脚进门，果果
从被子里探出头喊道：“妈妈，你怎么
现在才回来，我一直在等你。”这，触及
到了徐娟作为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
分。她顿时眼眶湿润。

所以，徐娟每年都会挤出时间好
好安排自己的年休假。借助蚂蜂窝自
由行、去哪儿旅行等APP，规划行程、
张罗租车等全程自己打理，带上家人

外出旅游并享受美食。
“这一季我最喜欢男神张信哲！”

她依然保持着一颗少女心，追美剧、看
《我是歌手》。“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时尚
的辣妈。”她经常网购，甚至到国外网
站海淘母婴用品、护肤品，“海淘可以
省钱嘛。”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见过太多生
死，所以更应珍爱生活。”徐娟说。

在徐娟看来，世上除了生死都是
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