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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票（右二）到工厂回访一起因交通事故截肢的当事人小甫（左二）。

老庭长的乡土情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林昱钢 黄 敏 文/图

——记广西都安法院下坳法庭原庭长卢汉票

“人心是肉长的，天下哪有不疼自己
孩子的母亲，现在她经济条件不宽裕，抚
养费降低一点可以理解，总不能少了点
抚养费，你就不养孩子了吧？”

“卢叔，我也想通了，总归是自己的
孩子，再怎样都要尽到父亲的义务。”

“离婚对孩子肯定有影响，但无论如
何都要教育好孩子，一定要让他们上学
读书。”

“这个您就放心吧！”
10月20日的下坳镇夹风带雨，冷不

防就能给人一个哆嗦，然而下坳法庭的
调解室里却是暖意盎然——像往常一
样，63岁的老卢又成功调解了一起离婚
纠纷案件，原本为了抚养费争得面红耳
赤的当事人黄绍喜，甚至当着老卢的面
握手言和。不管多拧巴的事儿，老卢似
乎总有解决的办法。

老卢叫卢汉票，身材瘦削而精神矍
铄，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在下坳这个4万
多人的小镇里几乎无人不晓。30 多年
来，从工作到退休，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都
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下坳人民法庭的
庭长到下坳法庭的特约调解员，卢汉票
从未因时间的流逝和身份的变换，改变
对司法为民的执著。

离不开的守候

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全国岩溶地貌
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被称为“石山
王国”，也是全国有名的特困县。卢汉票
老家下坳镇吉隆村太阳屯就在石山累累
的弄场里。

1978年，退伍回乡的卢汉票进入都
安法院工作。1982年，卢汉票主动申请
到下坳法庭工作。刚工作 6个月，他又
奉命去组建板岭人民法庭。在那个年
代，乡政府只有存放杂物的两间仓库能
给法庭使用，为了省下 500 元多买几套
办公桌椅，卢汉票连续 7天将装修所需
的建材从5公里外拉到乡政府。在当地
干部群众的帮助下，板岭法庭的组建工
作仅用12天就完成了。

1983年到1984年的两年间，卢汉票出
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法庭连续两年
被都安县法院评为先进集体，卢汉票年年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司法工作者。

1985年，卢汉票回到了下坳法庭。连
他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

下坳法庭辖大兴、隆福、下坳等几个
乡镇60多个村，拥有延绵数百公里的广
阔地域，山路崎岖、气候潮湿，法官办案
困难重重。卢汉票调任下坳法庭庭长
时，留给他的不过是两间不足70平方米
的泥瓦房，法庭 4名干警，有 3人要求调
走，全庭每年结案不过十余件，是全院有
名的“后进法庭”。

“下坳一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有通
车，办案只能选择走路或者骑摩托车。”
下坳法庭的现任负责人廖家宝介绍，“潮
湿的气候也是个大问题，多的时候，法庭
每天能用抽湿机抽出三四十斤水。”

当时，一些同事亲友也曾劝他：“下
坳法庭条件那么差，业务也一直搞不上
去，你何必自讨苦吃！”在部队摸爬滚打
过的卢汉票，也把执拗不服输的牛脾气
带到了法庭工作中。

“我就不信这个邪，不改变法庭面
貌，我不姓卢！”卢汉票说，“我当时也不
知道哪儿来这股干劲。”后来他们仅用 4
个月的时间全部审结历年的积案。当年
新立案87件全部结案，创下法庭组建以
来的结案数新高，“后进法庭”一跃成为
先进法庭。

1992 年，卢汉票筹措到 8 万元建设
资金，建起了一栋建筑面积为 300 多平
方米的三层办公综合楼，彻底解决了法
庭办公、干警住宿难题。时任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任文到下坳
法庭检查工作时，握着卢汉票的手称赞

道：“你们这个法庭建得好，案件审理质
量也高！”

有人曾质疑，卢汉票是不是想快点
提拔，所以把法庭的辉煌经历当做了“敲
门砖”“问路石”。确实，卢汉票的仕途之
路本可以宽敞坦荡。早在 1994 年到
1995年两年间，他就有机会回到法院本
部担任执行庭庭长，甚至出任下坳乡（现
改为镇）乡长，但为了对法庭工作的这份
热爱，他却一次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我离不开法庭，这里就是我的家。”
回忆往事，卢汉票毫不后悔。

攒不完的民心

王叔的水牛啃了张嫂的庄稼，小李
盖房堵住了老刘的出行通道……在基层
法庭，法官接触的大多是一些“芝麻”小
案。可卢汉票恰恰认为，法庭的威信，法
官的威望，就是靠经年累月办理这些小
案累积起来的。“一名人民认可的法官，
他眼中的案件没有大小之分。”他说。

下坳镇板庄村有过这么一件离婚
案，女方因丈夫有外遇，一气之下带孩子
回娘家住，死活要离婚。眼看妻子说走
就走，男方决心痛改前非，恳求法庭不要
判离。

为了挽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卢
汉票先后十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一方
面向男方分析婚后出轨的危害，另一方
面为女方讲解冲动离婚的成本，让女方
多从家庭的长远利益进行考量，特别是
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最终，女方被
卢汉票的真诚感动，决定重新接纳男
方。如今，夫妻俩不但感情和睦，还办起
了家庭加工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当年要不是卢庭长，哪有现在的我
们？”直到现在，夫妻俩还铭记着卢汉票
的恩情。

怎么办好让群众认可的调解案？卢
汉票坦言：“必须要结合法律和事实，耐
心、反复地向群众讲道理，一次不行，就
讲两次三次四次……让他们明白即便上

了法庭，讲的也是一样的理。”
“在家乡工作，当事人多是熟人熟

脸，你稍一偏颇，人们就会在背后戳你的
脊梁骨骂，所以必须行得正、坐得端、站
得直，大家才会相信法律，才会相信法
官。”卢汉票认为，不仅要办出好案，还要
办出铁案。

为此，在 20 多年的法官生涯中，卢
汉票始终将“说情不听，送礼不收，行贿
不要，请吃不去”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原则
和底线。

有一次，一名当事人打赢了官司，为
了向卢汉票表示谢意，说什么也要给他
送只鸡。僵持不下，卢汉票跟对方掏心
窝：“一只鸡虽不大，但事关公平正义。
如果我拿了你的鸡，你赢官司，别人会说
是因为我帮你，你本来有理也变成无理
了，你冤我更冤！”当事人冷静一想，觉得
卢汉票说得在理，只好把鸡带走了。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
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
是清。”——这是卢汉票写在笔记本上自
勉的一句话。20多年的法官生涯，卢汉票
先后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十佳”庭长、自
治区政法系统“十佳”干警、全区人民满意

“十佳”干警、全国法院模范等荣誉称号，
还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勋章。

说不出的再见

2002 年 6 月，卢汉票光荣退休了。
可卢汉票很快就发现，乡亲们遇到法律
疑难，还找他咨询，发生矛盾纠纷，还找
他调解。

2003年初，下坳镇光隆村的覃氏兄
弟因为祖屋发生了纠纷。弟弟坚称父母
有遗嘱，房子全归自己，哥哥认为自己也
有份。村委多次调解未果，两兄弟找到
卢汉票：“卢庭长，这事你给我们说说
理！”卢汉票很为难：“我已经退休了。”大
哥说：“我们就信你，毕竟是兄弟，能调解
最好，一上法庭就结仇了。”

经过深思熟虑，卢汉票给两人分析，

老人家的口头遗言没有证明人，没有法
律依据，因此祖屋两兄弟都有份。两兄
弟见卢汉票说得头头是道，言归于好。

“很多群众不懂法律知识，我既然土
生土长在这里，就应该继续干下去。”这
件事后，卢汉票干脆与随后退休的老搭
档覃瑞枢开了一间法律服务所，义务为
当地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在下坳镇一家绝缘绕线加工厂工作
的小甫，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卢汉票向他
伸出援手时的每一个细节。

2015 年 2 月 9 日，时年 17 岁的小甫
驾驶一辆电动车，在超越前方同方向由
卢某驾驶的一辆多功能拖拉机时发生侧
翻，小甫的左脚被拖拉机前轮碾压，最终
造成六级伤残。经交警认定，这起交通
事故小甫负主要责任，卢某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小甫急需安装假肢，但
是赔偿款迟迟没有到位，小甫的父母愁
得不行。他们曾咨询律师，事先需要支
付的2万元代理费让这个贫困家庭无法
接受。走投无路之际，小甫父母听说卢
汉票退休后帮人免费打官司，就抱着最
后的希望向卢汉票求助。

“年纪还没么小，就失去了一条腿，
以后的路怎么走？一定要给小甫多争取
点，以后生活多点着落。”看到小甫时，卢
汉票心生怜悯。

卢汉票开始忙活起来。除了仔细研
究保险理赔方面的法律问题，他还多次
自出路费赶去县城，向保险公司了解情
况，约双方商讨调解方案。2015年12月
9日，在卢汉票的主持下，当事双方就赔
偿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依法承担小
甫的伤残费用等12万元，卢某除了已支
付的 1.16万元医疗费外，自愿再赔偿小
甫4万元。

“多亏了卢叔，现在我不但可以正常
走路，还就近找了一份工作，完全可以自
理了。”现在的小甫一脸明媚，一年前的
阴霾早已消散无踪。

“拼死拼活忙个没完，还愣是分文不

取，老卢真是太轴了，要是做律师早发
大财了。”对卢汉票的“实诚”，难免有
人不理解。事实上，就连卢汉票的家
人也颇有微词，认为卢汉票退休后不
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反倒是越老越能
折腾，忙起别人的事比自己家的事还
上心。

面对种种非议，卢汉票雷打不
动。退休14年来，卢汉票为老百姓提
供的法律咨询不计其数，参与主持调
解的矛盾纠纷超过200起。经过不断
实践，卢汉票还总结了一套调解工作
法：以公心树权威、以热心建感情、以
诚心解民忧、以婆心释法理、以慧心促
审判、以爱心构和谐，不断造福着下坳
群众。

随着“卢汉票”这块金字招牌的打
响，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解决法律问
题，卢汉票也不忘给自己“充电”，经常
浏览各种权威法律网站，查询、研究一
些经典案例，看权威是怎么判案的，然
后在实践中运用。此外，他每年自费
购买几百元的法律书籍，一旦群众在
法律问题上存在疑惑，他就拿出书本
指给他们看，让他们心服口服。

永不灭的薪火

“今年初都安法院部署了重塑形
象、敢于担当、求真务实、创新发展的
工作思路，从卢老身上，我们恰恰看到
了这些精神特质，他就是我们身边学
习的榜样！”都安法院院长闭克武说。

为了弘扬卢汉票的奉献精神，最
大化发挥他的调解作用。2016 年 1
月，都安法院在下坳法庭设立了以卢
汉票名字命名的“卢汉票工作室”，邀
请“阔别”了14年的卢老庭长“回家上
班”，负责案件庭前、庭中、庭后的调解
和释法析理工作。

下 坳 镇 的 王 某 与 邻 村 的 阿 月
2012年经人介绍谈婚论嫁，王某前后
共送出了2万多元彩礼。两人同居后

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4年后，
阿月以和不来为由离开王家，打算另
嫁他人。

王家人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
局，于 2016年 2月 14日组织几十人赶
到阿月家准备抢人。面对这一紧急状
况，阿月只好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
派出所保护并解决这件事。无奈双方
分歧过大，警察出面调解，双方依然争
执不下。第二天，王某和父亲将阿月
父女起诉到下坳法庭，要求阿月父女
返还2万多元彩礼。

卢汉票随即开展诉前调解，通过
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向双方当事
人释明婚姻法的规定，阐述谨慎对待
婚姻的重要性。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
协议，阿月父女自愿返还 2 万元彩礼
给王某父子，双方之间不许相互干涉
对方婚姻自由。

“卢汉票工作室”成立后，卢汉票
感叹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
却很享受这个过程。

他时常一边接待当事人，一边接
听源源不断打进来的电话，有问如何
立案的，有问宅基地纠纷如何解决的，
一天下来少说也有 10 多个电话。眼
看咨询电话有增无减，他索性将自己
的电话号码作为法律热线张贴在下坳
法庭门口。

案件调解后会不会出现反复？调
解款是否已经履行到位？当事人对法
院工作有什么建议？总有一股“折腾劲
儿”的卢汉票还制定了“回访”制度，用
心倾听群众声音，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数字忠实的反映了卢汉票为下坳
法庭带来的变化。截至 2016年 9月，
下坳法庭今年共收案 77 件，结案 68
件，以调撤方式结案57件。其中，卢汉
票主持或参与调解的就达到了42件。

“在调解工作上，年轻法官没有老
法官那么有经验，很多时候是从法律
角度来考虑问题，卢老来了以后，能够
借助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开展调解，
进一步拉近了与群众的关系，使调解
工作事半功倍。”廖家宝说。

经常在下坳镇代理离婚案件的法
律工作者覃海泉也是赞不绝口：“卢老
回到法庭更加便民了，很多案件在进
入诉讼前就能一揽子解决，纠纷解决
得快，诉讼费也减半，还不用开庭，节
省了很多时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需要不
断传承。现在都安法院及都安党委政
法委、都安团委、都安直属工委等部门
相继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干部学习卢
汉票“扎根瑶乡、敢于担当、爱岗敬业、
清正廉洁、司法为民”的精神。

今年 5月 1日，中国文明网“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拉开序幕，
卢汉票成为当月“中国好人榜”之“助
人为乐身边好人”候选人，进一步提升
了这位老模范精神的时代意义。

7 月，都安瑶族自治县党委明确
将卢汉票树立为全县“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先进典型。

尤其让卢汉票欣慰的是，都安法院
又在法院本部和其他派出法庭设立了4
个“卢汉票工作室”，实现了“卢汉票工
作室”的全覆盖。这也意味着更多群众
享受到贴心、及时、可靠的司法服务。

现在，“卢汉票”不再只是一个人，
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并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记者：当年您为什么不离开下坳
到县里去当执行庭庭长？

卢汉票：我只做了一点点，乡亲
们却给我这么大的信任和期待。人要
懂得感恩和回报，我是一个重感情的
人，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对下坳及周
边的乡镇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我爱
着这片大山，爱着这里的人，我舍不
得离开下坳、离开这里，下坳的群众
也舍不得我离开。老实说，如果当年
去乡政府当乡长，仕途发展可能更
好，但我这个人就喜欢琢磨法律，在
法庭工作更贴近我的兴趣爱好，我觉
得自己在法庭更有作为。我从来不后
悔这辈子一直留在下坳。

记者：乡亲们为什么喜欢找您调

解矛盾纠纷，您有什么秘诀？
卢汉票：下坳地儿不大，加上我长

期在下坳法庭工作的缘故，当地群众都
知道我这个人是专门判案的，在当地还
是有“知名度”的。我热情接待群众，
从来都是依法办案，这么多年还是积累
了一定的口碑的。如果平时我乱收钱乱
办案，谁还敢来找我？我端端正正，我
不吃不拿当事人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做工作。在调解案件过程中，我觉得要
做到：一是公平公正。要清正廉洁，不

偏不倚，做到公平公正了，老百姓才相
信你，才听你的，做的事办的案不公
平，你说得再多也没有人听。二是要有
过硬的法律知识。法律更新很快，我退
休至今已 10 多年了，太久了，不能拿
当年的法律说事了，我要不断更新知
识，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必须看，停几个
月不看书就会落后。拿旧的东西和人交
谈、去调解案子不就闹笑话吗？三是要
讲究方法。要查清案件问题的焦点所
在，要摸清当事人的心理，对症下药。

四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要用心、真心
真意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耐心细致地和
他们讲法律讲道理，让老百姓感觉到我
们是为他们办好事的，这样调解案件就
容易多了。

记者：退休后 10 多年后，您又选
择回到法庭，为什么？

卢汉票：在下坳当了这么多年庭
长，我想我的全部都深深融入了法庭
里。退休这些年，我没有闲着，每天都
挺忙碌的，每天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我就是这样闲不下来，我感到每天有
事情做，生活很充实，心里很愉快，
身体更健康，如果有一天，我无事可
做，反而会感到不习惯。在帮助当地
群众化解纠纷时，看到邻里之间因我
的调解而握手言和，双方不再纷争，
看到夫妻双方不再闹离婚而是高高兴
兴双双回家去，看到农民工兄弟拿到
了拖了很久的血汗钱……我心里感到
非常高兴，感到很有成就，心里就会
涌上一股幸福感。

记者：您觉得一个法官该有什
么样的责任与担当？

卢汉票：我这辈子，做了一个
共产党员、一个法庭庭长应当做的
事，从来没有拿不该拿的钱，没有吃
不该吃的饭，没有伸不该伸的手。
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官，不管是在判
案还是调解纠纷，要做到公正廉洁
为民，心里要敬畏法律，心里要想着
父老乡亲，万万不能徇私枉法裁判，
办冤假错案，让乡亲们在背后指着
脊梁骨骂，败坏了法官的名声！对
于每一个法官，办每一个案件时都
要摸摸自己的良心，做到公平公正，
对得起头顶的国徽，对得起乡亲们，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有一点信
仰的。从卢汉票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
产党员、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担当。因为
理想信念，他不图名利，毅然放弃了诸多
在世俗人们眼里的大好机会，选择了扎
根在深山里，义无反顾地留下，一辈子坚
守，一辈子走不出大山。

卢汉票退休至今已10多年了，但记
者发现，他依然爱穿着法院的旧制服。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法院人”，
退休后的生活依然与法律紧密地联系

着，还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继续发挥
着余热。采访过程中，记者深切感受
到，正是由于当地老百姓的信赖与期
待，卢汉票深深爱上了这片热土，离不
开了这片热土。

“我愿一辈子都扎根在山旮旯
里。”卢汉票说。

卢汉票是一个永远闲不下来的
人。这不仅体现在每天都坚持到篮球
场上运动，还体现在他的“多管闲事”，
多少邻里纠纷，多少家长里短，只要找

到他，卢汉票总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采访结束，离开下坳时，卢汉票一

再对记者说：“我为乡亲们提供法律咨
询，也就是动动嘴的事儿。我很普通，
我很平凡，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
誉，我做得还很不够，所以我要在有生
之年，尽自己所能，发挥余热。”

下坳，是一个山旮旯，一个不起眼
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古道热肠的人、
一个大瑶山里的好法官，他是山区百
姓永远信得过的“天平”。

卢汉票（左二）和法庭负责人廖家宝（右一）一起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