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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雯在回访案件当事人。

王新雯巡回审理一起农村相邻纠纷案件。

用真情书写着和谐

弥补心中的那份缺憾【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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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湖北谷城法院民一庭庭长王新雯的调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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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是王新雯拉近与群众之间关系
的“催化剂”。她笑起来，洁白却并不十
分整齐的牙齿宛如月牙儿一般，瞬间暖
化了当事人的心，也为当事人解开了一
个个心结。

24年的基层法庭工作中，王新雯接
触最多的就是平民百姓。时间一长，湖
北省谷城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谷城县人民
法院有一位“微笑法官”，她为法律赋予
温度，让百姓感受真情。“我们见过不少
当事人，都是来的时候怒气冲冲，走的时
候心平气和。”同事们说，王新雯见人总
是一脸笑，天生有一种机智和幽默，总是
三言两语就能让当事人平息怨气。

24 年来，王新雯办结案 3000 余件，
无一起差错、无一起信访缠诉、无一起发
还改判。

“让群众带着怨气来，带着满意走，
这是王新雯追求的目标，经她调解的案
子，没有谁不服气的。”老百姓这句简单
的评价，是对她工作的最大肯定。

现场处置 成本折算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当在坚守这道防线中遇到意想不
到的困难时，她总是对自己和干警们说：

“我们深入现场，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谷城县石花镇平川村的一起农村

宅基地买卖纠纷案，因原、被告不属于同
一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办证，处理不好负
面影响极大，最后还是被王庭长成功拿
下，双方当事人都十分满意。”民一庭审
判员袁大平笑着说。

由于花费 27 万元购买的房屋出现
裂缝，原告陆强害怕房屋倒塌，执意要求
被告高峰退钱退房。去年12月，多次协
商未果后，双方闹上了法庭。陆强说：

“高峰隐瞒房子的质量问题卖给我，应当
把购房款退给我并赔偿损失。”

“你购买房屋并且已经居住超过两
年，就算房子有裂缝，也是你们在使用中
造成的，跟我有啥关系？”高峰拒不认账。

调查中，王新雯发现陆强一家是
2012年从湖北省房县搬迁而来，当时虽
然房县给其出具了准予落户的证明，但
不知何原因，陆强一家并未去公安机关
办理户籍迁移手续。

第一次开庭，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
下，只好休庭。

“在农村，农户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
子卖给其他农户很常见。”王新雯深知这
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就此判定陆强和
高峰的协议无效，那就意味着，可能引发
系列不良反应，不利于农村稳定。”

“安居才能乐业，房子问题不解决
好，他们就没法好好过日子。”王新雯暗
下决心，“这事儿拖不得，得想办法解
决。”

为了找到矛盾症结所在，王新雯有
空就到陆强家里看看，笑着和他们拉拉
家常，看看房子还有哪些问题，问问他们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一个多月后，陆
强终于被打动了，支支吾吾地向她吐露
实情：“王庭长，我跟周围村民打听了，27
万元买这个房子价格有点高……”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看来他是嫌房
子买贵了，正好借着房子质量有问题想
退钱呢。”

从陆强家出来，王新雯赶到村委
会。“陆强买的房子不吃亏。”县人大代
表、该村村委书记樊礼举表示：“他的两
间房子离316国道只有150米左右，靠近
谷竹高速路口，交通十分便利，门前还有
宽敞的水泥地，就凭这样的地段和条件，
仅仅两间房的地基就值20万元，别人盖
好房子才卖27万元根本不算贵。”

看来是陆强有所误会，王新雯又马
不停蹄地赶往陆家，将樊礼举的评估如
实转达，并劝道：“你们房县老家的房子
早已卖了，如果这时退了房，你们连住的
地方都没有了。”

“如果再继续打官司，还要做房屋质
量鉴定，且不说官司结果如何，单是这鉴
定的费用就要1万多元。”王新雯替他算
了一笔账。

陆强终于回心转意：“只要高家帮我
把房子修好，我就不再退房，也不要赔偿
了。”

得到了陆强肯定的答复，王新雯高
兴地来到高峰家里。“咱建房子要讲良
心，房子有裂缝，人家就不敢住在那里，
咱不能让人无家可归呀！”王新雯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一旦鉴定出房屋确实有
质量问题，法庭就会以房屋质量不合格
为由判决买卖无效，你不仅要将购房款
退给原告，还可能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
金，最好的办法是由你出钱把房子修
好。”经过反复考虑后，高峰同意对房子
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维修。

4月 29日，王新雯带着记者一起到
陆强家回访，看到房屋关键部位已经增
加了承重墙，外墙重新粉刷完毕，陆强
说：“感谢王庭长帮我解决了大难题，现
在住着房屋很放心！”

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把双方或几方争执的问题讲在明
处，摆在桌面上，让当事人主体互换，引
导双方找出各自的矛盾纠纷“利益”分歧
点，启发双方树立互谅互让、你谦我敬的

良好美德。这是王新雯经常使用的调解
方法。

记者在谷城县法院采访期间，遇见
了来法院领取诉讼退费的刘建，他给记
者讲述了王新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
调解故事。

那是2014年9月28日，刘建14岁的
儿子亮亮（化名）在谷城县某中学上第一
节课时，被任课老师指出作业中的错误，
并要求他重新做。

由于受到老师的批评，亮亮心里有
些不痛快，在课间休息时爬上教室窗台
散心，不慎从四楼跌了下去。亮亮还是
命大，幸好坠落在草坪上，松软的泥土救
了他的命。亮亮住院 3个多月，花费医
药费将近7万元，鉴定为十级伤残，学校
为其垫付了5.8万元。

出院后，刘建找学校理论，要求学校
赔偿，但学校认为“我们已经尽到应尽的
教育、监管责任。”学校负责人表示，亮亮
攀爬窗台的行为违反了学校的相关制度
和纪律，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
其行为具有危险性，却故意攀爬导致损
害发生，其自身具有严重过错，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孩子受了重伤，学校却将自己置身
事外，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去年 11
月，刘建不甘心，将学校告上法庭。

开庭后，学校出示证据，显示过错全
在亮亮身上。亮亮承受不住身体和精神
的双重压力，当庭哭泣起来。

看到亮亮情绪不稳定，王新雯宣布
择日再审。庭下，王新雯拉住了仍在抽
泣的亮亮，微笑着鼓励他：“男子汉就要
勇敢一点，你现在才上初中，以后还要上

高中、上大学呢，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
就退缩。”她拍了拍亮亮的肩膀，柔声劝
道：“你放心，法律是公正的，肯定会还你
一个公道。”

“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哪
个孩子不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亮亮目
前正处于青春期，如果因为这件案子而
导致他产生心理偏差，那将影响他一辈
子啊！”王新雯认为，亮亮属于限制民事
行为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
能准确预知危险。因此，学校没有在窗
户上安装防护栏，导致事故发生，完全推
脱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为此，她多次去找校领导：“虽然亮
亮这次坠楼，他自己也有责任，但他毕竟
是个孩子，处于青春期，情绪又不稳定。
师者父母，如果学校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多付出一点，相信亮亮日后定会感恩学
校。”

“如果受伤的是你的孩子，学校坐视
不管，你又会怎么想呢？”王新雯请学校
领导换位思考。

谈话一直持续到夜里 11 点多，终
于，王新雯的真诚与爱心打动了校领导，
他们同意接受调解，除去已经垫付的5.8
万元医药费，学校又支付亮亮1.7万元赔
偿金。

“孩子现在读初三，学习状态很好，
最近一次摸底考试，他还取得班上第 11
名的好成绩。”刘建告诉记者，“要不是
王庭长，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理性教育 亲情感化

采访中，谷城县法院民一庭老法官

邱林给记者讲述了他在法官生涯中印
象最为深刻的一起离婚案件。

“邓洪刚与彭丽娟离婚案，邓洪刚
执意离婚，可彭丽娟死活不离，两人见
面就打。有一次王庭长拉架，他们还
把王庭长的胳膊都打伤了。这对夫妻
从 2005年至 2015年，男方起诉离婚 5
次，其间经过法官调解无数次，双方分
分合合，矛盾不断升级。这起谷城法
院最难啃的‘骨头’案，可偏偏被王庭
长给啃下来了。”邱林说。

2005 年，邓洪刚来到城关法庭，
一纸诉状将妻子彭丽娟诉至法院，要
求离婚。

当时，王新雯正在城关法庭当审
判员。她经过调查发现双方感情基础
比较好，希望双方能和好如初。

面对王新雯的劝说，邓洪刚不为
所动。妻子与婆家亲戚不和，三天一
大吵，两天一小吵，使整个家庭矛盾
加剧，这是邓洪刚执意离婚的主要原
因。

“丈夫受他人挑唆，我们的感情并
没有破裂，我不同意离婚！”庭上，彭丽
娟态度坚决，“他们不就是看我生了女
儿，心里不痛快吗？”

由于双方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
法庭驳回了邓洪刚的离婚诉求。

原以为小两口回家后就会慢慢消
了气，这起案件也就会到此画上句
号。可事实却大大出乎王新雯的意
料。

从2005年到2014年，王新雯的工
作岗位换了好几个，从城关法庭到过
山法庭，再到民一庭，而这对“冤家”的

吵闹始终没有停止。
2014 年 7 月，邓洪刚再次提起离

婚诉讼。这时的王新雯，已经是谷城
法院民一庭庭长。

10年来，两人的女儿已经从当初
的不谙世事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初中
生。彭丽娟动辄带着女儿到法院哭
闹，严重影响了女儿的学业。

“马上就要中考了，再这样下去，
她女儿的前途就毁了！”王新雯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她下定决心，这次一定
要把这块“骨头”啃下来。

王新雯晚上去找彭丽娟，耐心地
倾听她的诉说，主动帮助彭丽娟做些
家务，帮她女儿辅导作业……

“你们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也不见
邓洪刚回心转意，可见他是铁了心要
离婚。”王新雯笑着对彭丽娟说，“其
实，就算没有邓洪刚，你自己带着女儿
不是也过得很好吗？离了婚，他适当
给你一些补偿，这样大家都清静，孩子
也能安心读书了。”

面对王新雯的诚心劝解，彭丽娟
终于同意离婚，但她提出，2008 年自
己就搬出婆家一个人抚养孩子，开销
很大，如果离婚需要男方给付50万元
赔偿金。

50万元，对于没有稳定职业的邓
洪刚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他当场拒
绝。

“既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做不通，
何不从侧面出击呢？”经过多方打听，
王新雯得知彭丽娟是个孝女，平日里
比较尊重父亲的意见。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彭丽娟的
父亲看着女儿这么多年在离婚中纠缠
不清，很是心疼，可也无计可施。得知
王新雯的来意时，表示愿意全力配合。

“面对邓洪刚的经济状况，法庭判
其赔偿 50 万元是不可能的。”王新雯
言辞恳切，“但考虑到彭丽娟长期独自
抚养小孩，我会尽量为你们多争取一
些。”

经过与邓洪刚、彭丽娟及其父亲
的多次协商与调解，此案最终以邓洪
刚一次性给付彭丽娟小孩抚养费、共
同财产分割款及经济帮助共计 23 万
元告终。

“这起长达10年的离婚案终于了
结，那天实在是太高兴了，王新雯破天
荒地邀请同事喝了一回酒。”现在提起
这起案件，王新雯还是感到无比兴奋。

如今，王新雯偶尔见到在街上打
零工的彭丽娟，彭丽娟还会拉着她的
手不住地道谢。自从案子了结后，她
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消失，日子也过
得轻松自在。

20 多年来，王新雯用爱化解矛
盾，用心温暖百姓，她先后被授予“全
国妇联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法院先进
个人”“全省法院系统司法调解能手”

“湖北最美基层法官”等荣誉称号；被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二等功两
次，被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三
等功两次。

扎根基层，无悔付出，王新雯以她
特有的柔韧与坚强，让生命在对法官
职业的崇高追求中更加绚烂。

“心中只有事业，唯独没有自己和家
人。”采访中，了解王新雯的同事都几乎如
出一辙地给她开出这样的评价“清单”。

王新雯也承认，没能好好陪女儿一
起长大，是心中永远的缺憾。

王新雯的丈夫在襄阳市区工作，两
口子一直分居两地，她又是个工作起来
不分昼夜的人，随她生活的女儿放学回
家常常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家。一次
参加庭里的夜晚执行行动，回到家中已
是凌晨1时，电视机还开着，孩子歪在沙

发上睡着了，手脚冻得冰凉。见此情
景，王新雯一把将女儿搂在怀里，眼泪
流了下来。

当庭长后，每年几百件的案子压
得王新雯时常喘不过气来。一天晚
上，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
看到女儿作业没做完就在玩耍，又得
知原本回回数学都考满分的女儿在期
中考试只考了 93 分，她工作上的压
力、情感上的焦灼与孩子成绩的滑坡
交织在一起，如同打翻的“五味瓶”叠

加爆发，动手把女儿打了一顿。事后，
伤心的女儿写了篇日记。日记中，她
画了两颗心和一把穿于心上的利剑，
旁边注上一行字：“我恨这讨厌的100
分！100分像这把利剑穿透了我和妈
妈两颗心！”收拾女儿物品的王新雯看
到这篇日记后，痛哭一场。

王新雯说，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
女儿，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多一点和
女儿朝夕相处的时间，多尽一点母亲
的职责，以弥补心中的那份缺憾。

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院长詹爱军：

王新雯从事基层法院审判工作
24 年，每办理一件案件，她都把司法
的公正和法律的权威传递给每一位当
事人，赢得群众对法官、对法律的尊重
和信任。

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否
能够调解成功，法官首先就要明确当
事人争议的实质是什么、如何才能够
通过调解使得当事人避免败诉的风
险，这与法官的调解技巧有着很大关
系。王新雯之所以能做到案件调解率
高，就是因为她有一种强烈的工作责
任心，将倾心为民的宗旨意识贯穿于
审判工作的始终，贯穿于所审理的每
一起案件的始终。

王新雯自觉地把自己的审判工作
与老百姓对司法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保持着社会责任感。她很少考虑个人的
得失，她更多考虑的是司法的社会价值
判断。就因为如此，一遇到复杂疑难、矛
盾激化的案件我们就派她去“灭火”，同
事们称她为“灭火队长”。“灭火队长”称
号的背后是她对法律精神的精准把握，
也是人民群众对她的充分认可。

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次次耐
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中，使一个个积怨已
深的冤家握手言和，使一对对对簿公堂
的夫妻破镜重圆，使一桩桩疑难复杂的
案件得以有效调解，她用真心化解着民
怨，用真情书写着和谐，用无私和奉献勾
勒了新时期人民法官的崭新形象。

湖北谷伯律师事务所律师程东海：

我做律师18年，认识王新雯也有18
年，从她在谷城县法院任书记员、审判
员、副庭长，以及后来任过山法庭庭长、
民一庭庭长，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底特别
善良，对弱势群体特别同情宽容，让群众
在诉讼中感受到尊重和关爱。

法官所办理案件的背后有无数个难
题，这些难题所面对的是一双双无助的
眼神，那是无数个家庭、哭喊的民工、悲
伤的遇难者……这些人在生活中遇到了
麻烦和困难，让纠纷搞得委屈、失望、怨
恨和焦虑，自己无法解决，才走进法庭，

求助于法官。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不
懂法律，不懂法庭的规则和庭审程序，他
们喜欢把法官当作倾诉的对象。这时王
新雯总是施展自己的调解智慧，发扬苦
口婆心的精神，充分展现法律与法官的
双重魅力。在当事人倾诉完郁闷和烦
恼，王新雯会给他反复讲法律、讲道理，
她的一席话总是让你懂得法律无情，但
司法可以有情。她既解决案件中的问
题，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案外的
事情；既处理好案件在你这个环节上的
事情，又要兼顾案件在其他环节的衔
接。她让当事人深切感受到法官是在为
他们着想，是在为他们解决纠纷，从心底

里感到温暖，看到希望，扫去其心灵上
的阴霾和烦恼。因此，我认为用任何
语言赞美王新雯都是合适的。

湖北省谷城县人大代表樊礼举：

法律是死的，而法官是活的，案件
牵涉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王新
雯经常换位思考，把每位当事人看成
是自己的亲人，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
的事去做，尽心尽力地做好，想当事人
所想，急当事人所急，帮当事人所难。

判案审案首先要讲法理，只有正确
的使用法理，正确地适用法律，才能最
终保证审判案件结果的公正。但要办

好案件仅靠讲法理是不够的，还需要
有较强的司法能力。法理正确，能够
说服知法懂法的人，但是难以应对不
知法不懂法的人。王新雯在办理案
件中，总是人性化、感情化真诚地关
心每一位当事人，使当事人深受感
动，从而使他们息诉服判。比如法官
一般在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时，往往
只注意告诉当事人不能做什么，但是
可以做什么却常常被漠视，王新雯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处理案件时比别
人多想了一点，多做了一点，这些事
情也许并不复杂，但效果出奇的好。

王新雯办理每一起案件，都是
真心希望让当事人和好，希望能把
当事人的损失降到最低。一些调
解成功的案子，本来完全可以判
决，但就是因为她多打了几个电
话，结果就调解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