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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一个人精神里的骨头”

“记得是高三那年全县的一次严
打，法院到我们学校操场上开了一个规
模很大的宣判会。当时法警押解的犯人
中，有好几个都是常在学校路口拦路抢
劫学生的惯犯，同学们都很开心很解
气！最后看到戴着大檐帽的女法官庄严
宣判时，我就一直在想，祛邪除恶是一
份多么神圣的职业啊。毕业后恰逢全省
法院招干，参加考试后笔试面试一路顺
利，就这样来到法院，一干就是 30
年。”

——居梅采访笔记

“人要有点火性，有火性
才能出活”

1985 年夏，19 岁的居梅来到江苏
省沛县人民法院，成为一名刑庭的书记
员。“当时检测笔录效果还是很简易
的。几个新招的书记员面前一台三洋牌
录音机，边听录音机里的开庭录音边用
笔作记录。”沛县法院副院长章新古回
忆，“对居梅的印象最深，不仅是她记
得飞快，而且字写得大气潇洒，像个男
孩子。这次书记员观摩中，几乎庭里所
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干事有火性的姑娘。”

“人要有点火性，有火性才能出
活。”打小居梅就记着奶奶的这句教
诲。当年曾是地下党员的爷爷牺牲后，
奶奶硬是把这个家撑了起来，把孩子们
拉扯大。

“奶奶个性要强，任何困难在面前
只想着去克服，而不是妥协退让，这对
我影响很大。告诉你吧，是奶奶给我取
的小名。”居梅有点调皮地说道，“纯粹
一个男孩名，叫大运！她说，人人都想
有大运，但有火性，敢闯敢冲的人才会
有大运！”

多少年过去了，老法官们还记得当
年的居梅一天到晚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儿。“每天七点半第一个到庭里，打扫
卫生，烧水生火取暖，同时做好法官们
开庭前的辅助工作。刑庭当时有自诉案
件，来了证据线索，她都要骑着自行车
外出调查，常常一跑就是一整天！”章
新古回忆说。

自行车还是太慢，“有火性”的居
梅动起了院里那台挎斗三轮摩托车的脑
筋。摔了十几次后，这辆车乖乖被居梅

“驯服”。调查取证、下乡送达，居梅一
路骑着它带着同事威风凛凛。上世纪
80 年代，沛县还是个比较传统闭塞的
苏北县城，然而居梅就有这样的气质，
坦坦荡荡，毫不避讳周围的目光和闲言
碎语。

在工作中，居梅也很快锋芒初露，
显现出她不拘常规的办案思路。沛县法
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孙廷华回想起 80 年
代末的那起刑事案件：一个张姓村民被
挖去双眼杀害后丢在河里，很多天过去
了才被发现。公检法联合办理这起案件
后，几家单位的办案人员就住在出事村
的打麦场上，日夜逐一排查村民。十多
天下来，庞杂的线索还是难以厘清，找
不出谁和死者有这样的刻骨仇恨。居梅
跟着一位副庭长来值班后，很快就提出
了这样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从直接
的、显性的“矛盾”分析中跳出来，从
死者生前的生活习性入手进行排查。顺
着这一思路，办案人员很快了解到死者
生前和本村一名女子常年有染，并在该
女子家中发现了凶器——砍芦苇用的裤
镰。顺藤摸瓜，办案组不久便查清了女
子夫妻联合杀害死者的真相。

“这起轰动一时的案子不到 20 多
天就破了。当时一起办案的公安部门
也非常欣赏居梅初生牛犊的闯劲和不
循常规的办案思路，还反复提议要把
她调去县公安局呢。”孙廷华笑着谈
道。

也许几十年后再谈起这样的往事，
感觉只是曾经生活的花絮。但正是这样
的点点“花絮”，在当年一次次强化着
居梅对案件的感觉，一次次提振着她成
为一名法官的信心。1993 年，居梅成
为刑庭助理审判员，并且开始独立办案
了。火一样的9年刑庭青春岁月，成为
她法官生涯的最初积淀。

“这是国家的钱，更是老
百姓存的血汗钱”

居梅说话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原则
性极强，这在沛县法院是出了名的。

“比如同事下午办案结束，家里有事想
请假直接回家，这样的假我很少同意。
可能我观念上永远是工作时间和私人时
间分得太清，有些不近人情了。”居梅
常常也会检讨自己对于原则性过于执
著，但支撑着她的工作信念，往往也正
是她的“原则性”。

2008 年居梅刚到法院民二庭，就
接手了一系列农村信用社烂账、坏账、
呆账案件。在对这几千件案件初步梳理
后居梅发现，案情远比想象的复杂难
办。有的在放贷手续上很是随意，借贷

关系不明确；有的借款人的地址是假
的；有的借款人的签名是假的，是其他
人代签，甚至是信贷员本人签的；还有
的对客户的背景、经营情况基本无从调
查，根本找不到借款人。怎么办？

居梅决定先从调查联保户入手，一
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跑。跑到三里村时看
见几个农民在加工芦苇。他们先挑出高
的苇子，选做加工苇箔的材料。接着挑
出粗些的苇子留作编席，最后剩下的烂
苇茬子就当作烧火的柴火了。

“看见分苇子我立刻想到了这几千
件案子，把能找到借款人的、找不到借
款人但家属配合的、实在找不到人的各
分成一组，几千件案件似乎一下子就有
了头绪。有了头绪后，法官们就分头去
找村里治保主任、‘大老执’（村里有
威望的人）或者家属、父母、成年子女
做工作。”

一晃8年多过去了，居梅还在关注
着、追踪着剩下的 100 余件“烂苇
子”。这些案件包括实在找不到人、没
有线索的，也包括当事人家庭实在困难
的。关注过程中，法院副院长朱伟程印
象最深的是居梅在院里会议上掷地有声
的一段话：“这些钱是信用社的钱，是
国家的钱，也是老百姓存的血汗钱。绝
不能让那些钻政策空子、钻管理漏洞、
贪占挥霍的奸巧之人占到便宜！”

“长达 8 年的无悔追踪，我想是基
于自身秉持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也正是
一个法官可贵的信念。”朱伟程感慨地

说。
假的，真不了。贪的，得不了。居

梅憎恶奸巧，一双慧眼也往往敏于辨识
奸巧。

徐州市区一家外贸公司，把一直友
好合作的沛县某服装加工厂告到法院。
面对双方在产品质量上的各执一词和合
同中成衣质量约定的不明确，居梅决定
到两家企业实地调查，调查中居梅灵活
地运用了情景再现的方式。

“先由外贸公司为服装加工厂提供
布料和加工图样。出料过程中，我带着
书记员去了工作车间。转了一圈很快发
现有的工人把有弹力的布料硬撑开来裁
剪，自然，松开后的布料相对于均码的
标准明显缩水。这样正常做两件衣服的
均码布料，硬被撑成了不达标的三件。
又观察了两天，我发现这在车间是普遍
现象。”

“那么剩下的布料去哪里了？通知
厂长后，他们果然从下班的工人身上
找出了很多布料。考虑到双方多年的
合作，我便着力做调解工作，最后徐
州这家外贸公司同意继续合作，但同
时在加工厂派驻了监管人员。一直到
现在，双方合作还很友好。”居梅谈
道。

30 年审判一线，案件形形色色，
几乎每一件都存在着“利益的矛盾”。
在居梅看来，无论利益主体是谁，她维
护的是不该被侵占的利益，是取之有道
的利益，是诚实守信的利益。或许，这

就是居梅固守的原则。

“彩礼背后是面子，面
子背后是民风民俗”

历经法院刑事、民商事审判以及
执行工作，2013 年春，居梅通过法
院中层干部职位竞岗，成为朱寨人民
法庭庭长，也是沛县法院历史上第一
位法庭女庭长。

地处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
朱寨法庭辖区三个镇，一个经济开发
区，人口超过 30 万。这三个镇经济
较薄弱，老百姓讲乡俗民情但法律意
识较淡薄，开发区也频频发生劳资纠
纷。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带来极大的办
案压力，包括居梅在内共有两个办案
法官的朱寨法庭面对的是一年700多
件的案件量。

一天上午刚到法庭，有个清秀
的小伙子就找到居梅说想离婚。小
伙子的爱人是邻村的，在苏州打工
认识，感情很好就登记结婚了。可
一回到老家家长极力反对，因为小
伙子家实在承受不了当地的彩礼风
俗，孩子刚满月的小两口就濒临婚
姻的破裂。

“因为彩礼的事毁掉了这个小家
庭的幸福实在是太不值得了！接着了
解到，这里的彩礼俗称‘万紫千红一
片绿’（现金 15 万），还有房子车
子，俗称一静一动。这样重的彩礼一

般家庭怎么能承受。小伙子出门前转
身向我深深鞠了一躬，看着这个和我
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面临的一切，我
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居梅随后找来男方村里的村支
书，到女方村中提出让调解员和女方
家族的“老人头”（家族管事的人）
共同商量这件事。“老人头”和女方
父母沟通后提出，问题关键是女方家
人觉得没面子。居梅立即打电话让男
方家长过来，居中斡旋说，礼还是要
下的，但不能那么重。这场纠纷最后
顺利地以男方家象征性地拿出几万元
彩礼调解结束。

之后居梅还遇到了大量的这一类
型案件：男方虽然东筹西借拿出了彩
礼，婚后却因负担过重造成家庭困
难，结婚不久就到法庭提出离婚，离
婚双方还要涉及到彩礼，最后亲家变
成了冤家。

梳理涌入法庭的该类案件，居梅
看到案件的背后大多是彩礼问题，而
彩礼的背后是面子问题，面子的背后
实质上是民风民俗问题。在乡村，习
惯、习俗、道德仍有着重要地位，调解
方式是解决纠纷的上好选择，同时调
解过程也是在潜移默化中移风易俗。

“还有变更抚养关系、赡养类案
件等，很多案件靠法院一纸判决解决
不了根本问题。可以说，正是案件量
大以及大量案件交织着民风民俗的特
殊性，倒逼着法庭几年来一直注重运
用村镇调解员、‘大老执’、‘老人
头’等植根基层、人熟地熟、调解效
率高的优势，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
后，对一些发生在辖区的婚姻家庭、
赔偿、邻里纠纷等简易民事纠纷进行
化解。达成调解协议后，最后由法庭
出具调解书。”居梅谈道。

正如当年用“理苇子”的方式去
理案子，千头万绪中，居梅首先想到
的是“方法论”。2015 年 4、5月间，
沛县县委书记李晓雷、政法委书记郝
敬彬先后来到朱寨法庭，要求从县域
文化特点出发，学习法庭立足实践创
新方法，充分运用基层法治合力，最
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这样的思路启发我们的是，化
解基层矛盾纠纷，必须要靠群众路
线！”沛县法院院长杜君在采访中介
绍了法院近年来协同建立县、镇、村
三级司法网格的进展情况。“同时我
们推进朱寨法庭的化解模式全面覆盖
到全县栖山、魏庙、大屯三个法庭。”

年近五十，背负使命的居梅再度
出发，新任大屯人民法庭庭长。谈到
大屯年均过千的案件，居梅笑着对记
者说：“拔苇子！”

初夏时节，和居梅漫步在位于法庭
边上的微山湖千岛湿地，芦苇、水鸟、蓝
天、碧水，一幅清纯自然的乡野原生态
风景。只见宽阔疏朗的湖面，小船无舵
随风走，带起红莲一径香。

“忘掉年龄，无悔追梦。”眼前的
居梅，笑意盈盈。

我是 1989 年认识居梅的，那时
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媒人就
是法院的同事。当时一看照片就很
满意，一米七的高个子，大眼睛，
五官俊美。见我满意，媒人倒是犹
豫了一下：这姑娘工作也没说的，
但可是法院出了名的假小子，挎斗
三轮摩托她都敢骑！他说到这一
点，我可是更感兴趣了，我是农村
出身，大学毕业读书出来就成为家
里的顶梁柱，来个林妹妹我也伺候
不起啊！

结婚第一年，居梅跟着我回老
家，记得是个六月，老家十亩地的
麦子，我俩用脱粒机整整脱了一
夜。休息时，居梅还美滋滋地去看
蟾蜍怎样跳起来去吃麦场灯泡旁飞

舞的飞虫。她从小在镇上长大，但对农
村的事物天然地感兴趣，我一聊起乡里
的风俗，人情世故，她就瞪大眼睛出神
地听。我真是很庆幸找到了这样一个城
里姑娘，更没想到的是，这些“闲篇
儿”又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她今后工作的
积累，比如村里的“人头”怎样协调处
理事务，红白喜事的风俗习惯等，她到
法庭后很自然地就“接上了地气”。

沛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歌风台、
射戟台、泗水亭，处处是雄浑沛韵。生
长于这方水土，居梅虽是女性，气质中
有这样的磊落大气。然而欣赏之余，这
些年我一直担心她做事说话单纯直接。
社会复杂，每天同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打
交道，这样的性格不仅容易得罪人，更
容易为法官自己带来很多烦恼。

居梅的业务能力很强，30 年在审
判一线，法院各类案件，民事、刑事、
商事都在行，特别是在干执行工作时不
怕吃苦，真的是爬过树、撵过猪、捉过
鱼。也许是因为满满的正能量，我的那
些担心一直显得有些多余，这方老百姓
也挺认同她。就上个周末，我俩去商贸
一条街，沿途两个女老板，可能是曾经的
离婚案件当事人，认出居梅后立马从店
里跑出来，边说话边把小商品往我们怀
里塞，当然我们是不能要的。每当这个
时候，我感觉作为一名法官的丈夫挺自
豪的。法官不是官，但这种自豪感真的
超过妻子是这样那样的“官儿”，因为这
是来自老百姓心里的认同。真的东西，
谁不珍惜呢？

然而，人都是肉身凡胎，都会有压力

大扛不住的时候。记得2005年，海量的
案件压得她喘不过气，每天回家鞋一脱，
就直接“瘫”在沙发上。说实话，那段日
子我和孩子都不敢“招惹”她。就在这
时，居梅的父亲又身患重病。我清楚地
记得，看到检查结果后，一夜之间，居梅
一头乌黑的头发成了半白。她是真的快
到极限了，我又怎么忍心看她走到极限！

陪着她父亲在徐州治疗时，一天晚
上，我硬拖着她登上云龙山顶，我说：这
里没人，想哭就大声哭吧，把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苦都倒出来吧！那段时间，云龙
山顶就成了我俩的一个“树洞”。这么多
年我了解她，脾气刚烈的人，让她默默压
抑无异于自戕。

但同时我也在托熟人积极想办法，
能不能去一个压力小一点的单位。结果

万事俱备，到了填交申请表的那天，她
回来告诉我说，在法庭坐了一上午，发
了一上午呆，想想以后就不能敲法槌
了，就不能穿这身法袍了，心里怎么也
舍不得。听到这话，从不发脾气的我
冲过去就撕了申请表：“你都多大了，
你以为你还是那个追梦的小女孩啊！”
居梅看着我，平时火性大的她一脸歉
意，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冷静下来后，我想，她就是这样一
个做人做事执著有态度的人。态度，
是一个人精神里的骨头，这么多年，
我一直欣赏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有态度
的居梅吗？

我常想，人生舞台上，每个人都
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她执著于法官，
舍不得脱掉法袍，那么就协助她把法

官这个角色扮演好。审判台是她的
舞台，法律是她的剧本，当事人是
她的观众。我告诉她既要乐于接受
观众献花，也要有承受观众不满
意，甚至向台上扔臭鸡蛋的心理准
备。一个优秀的法官，一定要有成
熟、强大的心理。

说到这里，居梅就笑着问我：那
么老吴，你扮演的是什么人呢？我
想了想说，我就是一个剧务，做好节
目服务的同时，也不时朝台上瞅上
两眼，对演员的表演提点小意见。

前些年我弟弟去世了，留下两
个侄子侄女还在上小学。居梅主动
去找了我弟媳妇，告诉她无论今后
怎样，我们都会帮着她把孩子抚养
成人。这些年居梅一直这样做着。
现在我们的儿子也工作了，我也有
了一些时间可以写写诗作作画。虽
然居梅还在风风火火地办着案，我
们这个家庭每天平静而温暖。我
想，这就是人生的幸福吧。

“小扁担，三尺三，姐妹们挑上不换
肩，一行儿排开走得欢……”

生活中充满艺术，艺术来源于生
活。初夏六月，在江苏西北端的沛县人
民法院初见居梅，记者脑海中立即浮现
出著名演员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这
一深为几代观众喜爱的当代荧屏女性形
象。

三天的采访中，记者感触更多的是
她们气度的“神似”：说话心直口快，做事
泼辣能干，还有周围人眼中那“太讲原

则，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执著甚至可以
说是执拗的个性。

“一晃在沛县法院，已经整整 30
个年头了。”30年中，也许只是成为沛
县法院历史上第一位法庭女庭长这一
点，居梅就可以堪称是个人与法院成
长历程中的经典。

30 年审判工作，她历经刑事审
判、民商事审判、执行工作、法庭庭
长。2010年至2013年，共审结民商事
案件 1145 件。2013 年任法庭庭长以

来，年均办案300余件。2011年、2012
年连续被评为“全省法院办案标兵”，
2013 年被评为徐州市“十佳法官”。
2014年，她担任庭长的朱寨人民法庭
荣获“徐州市三八红旗集体”，2015
年，居梅本人被评为“最美沛县人”。

“清清小河水，流上黄土岗。雁儿
排成行，小麦千层浪……”法官居梅，
在新时代给予新女性的广阔平台上笑
意盈盈，似乎走得更加舒畅，更加从容
洒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