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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是一种力量【手 记】

王丽在工作室接待当事人。

王丽和同事研究案件。 资料图片

旋转的陀螺
也 果

——记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法院法官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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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法官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9
月，作为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的一项便民服务举措，设立在临沂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的办公区
内。

星期五的早晨

形形色色的车在院子里摆起了长
龙，首尾相接，不见游动。在限定的区域
里，秩序被结结实实地钉在了原地。长
龙的两侧也停满了车辆。这里是山东省
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
队。偌大的院子成了拥挤的码头。这些
游动的车辆途经待检区，正分别从四个
检测入口进入。每辆从大门驶入的车，
或者停在查验区的车，都必须经过门口
的指示牌，上面写着“遵法出行，平安回
家”。

2016年 4月 29日，星期五。五一假
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挤满了车的院
子北边，有一排横卧的 L形平房。门口
北侧的墙上标明“王丽法官工作室”。上
有“兰山区人民法院”字样。照片中的王
丽，着制服，面带微笑。

“王丽法官工作室”被一张差不多与
房间等长的柜台间隔。只在最北侧保留
出入口。柜台上方是不同门类的业务窗
口，由南往北，依次是“立案登记”“诉前
保全”“收费”“司法确认”。柜台内摆四
张办公桌，两两相对。最里边的一把椅
子上搭着制服，两件套，是藏蓝色和浅
蓝色。“王丽”是这间办公室使用频率最
多的一种声音。她与法官、工作室，成为
一个固定词组。这间看起来很像营业厅
的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匾额：“2015
年度优秀法官工作室”。

这个星期五的早晨，“王丽法官工作
室”的柜台前已经站满了一排人。四个
转椅空出来两个。阳光从东面的窗口照
进来，落在窗下的那一排座椅上，落在穿
黑白横格上衣的女人身上。柜台前的那
盆花正在开放，有的开白花，有的是红色
的。

笑容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标志

王丽穿了一双冰蓝色的高跟鞋。与
门口的证件照相比，还是眼前的人生
动。一副黑框眼镜没有遮住眼睛的神
气。笑容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标志。一个
绽放微笑的人是自信的。王丽的自信由
来已久。大学本科学的是英语专业。
2007年9月，21岁的王丽如愿考入上海
交通大学法学院，成为法律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2010 年 3 月 28 日硕士研究生
毕业，4月26日，参加了山东省公务员
招考。王丽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三，总
成绩第一考入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2014 年 4 月，王丽从民一庭调入民
四庭。民四庭主办交通事故案件。一年
最多时间受理交通事故案件 2400 余
起。四年时光，王丽已经成为一名遇事
冷静，作风果敢的法官。她还记得刚开
始办案时，夜里常常难以入睡，或者明明
睡着了，又突然醒了。这个年轻的法官
生怕出错，怕遇到难缠的当事人，怕自己
压不住场。然而，气场是可以练出来
的。王丽打心底里感谢在工作中给予了
自己帮助的领导、同事。如今，直面一桩
桩形形色色的案件，王丽游刃有余，经验
丰富。

2015 年 9 月，兰山法院在交警直属
一、二、三大队分别成立了三处法官工作
室，专门受理交通事故案件。王丽被派
到二大队法官工作室，据说工作量也是
二大队最大，具体多少，王丽没有考虑。
成立法官工作室是兰山法院的便民举
措。单单从简化了的办案程序，就大大
缩短了时间，提高了办案效率。但凡交
通事故案件发生后，当事人想到的都是
尽快解决。那套程序说起来麻烦，更让
初次涉案的群众头疼。法官工作室成立
后，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结期大大缩短，由
最初的五六个月到现在一个月左右即可
审结。

一棵挺立的树

2015 年 9 月 19 日，“王丽法官工作
室”成立。法官工作室以个人名字命名，
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王丽的内心充
满骄傲。她觉得自己是一棵树，独立地
生长，不畏风雨雷电。往后，所有的问题
必须独自面对。一棵挺立的树，思考着，
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扎根。年轻的王丽
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

2015年 9月 25日下午，兰山区法院
驻交警二大队法官工作室首次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王丽敲下法槌，庭审正式开始。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案件相关问题
进行激烈地辩论。旁听席座无虚席。法
官工作室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法院与
交警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单位在处
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类型案件中
的衔接与协作，可从源头调处纠纷化解
矛盾，是兰山法院为提升办案效率，方
便人民群众开辟的一条新型便民诉讼渠
道。

律师、当事人是案件的常见面孔。
交通事故类案件又多出保险公司。“王丽
法官工作室”成立后，为提高办案效率，
征求临沂市30余家保险公司的意见，率
先采用微信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实行微信送达
方式月余，已成功为各保险公司送达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70余次，在已开庭的
37起案件中，保险公司在开庭期间全部
到庭应诉。

巧用微信送达，实现指尖上办案。
承办法官手指轻点，即向保险公司法务
部门负责新收案件登记的工作人员发出

“微信传票”，瞬间，对方回复：“收到。”这
是“王丽法官工作室”向交通事故案件中
被告保险公司成功送达开庭传票的情
景。微信送达方式一经实施，便获得各
保险公司法务部门工作人员的高度评
价。微信送达诉讼文书，加强与保险公
司庭前沟通交流，化解纠纷，节省诉讼成
本和时间。此举成为兰山法院在诉讼文
书送达方面务实、高效的探索。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截至当年
年底，成立仅 3 个月的“王丽法官工作
室”，累计立案330多件。结案307件，结
案率达 93%，调撤率达 89%。这些数字
的背后，是王丽和书记员崔丽、王维慧的
辛勤付出。平均每天安排六七个庭审，
有时多达十余个，所有案件调解优先。
当事人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他们直奔法
官工作室，去找法官王丽。那间十几平
方米的工作室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

水还是可以流出去的

水还是可以流出去的，从流进来的
地方。法官工作室的门槛被进进出出的
脚步磨得溜光水滑。问案子进展的，领
判决书的，保全的，提车的，起诉的。那
个穿黑白横条的女人是律师，一早来交
诉讼费。书记员小崔和小王各自负责一
项业务，常常坐下后极少起身。

王丽的语速快，一边打电话，一边吩
咐对面的小崔。在这里，每一个谈话都
会被打断。又被重新连接起来。于是，
间断的谈话，连续不断地进行着，使得这

间工作室成为一个漩涡。翻滚着，难以
平息。工作室的概念瞬间形成。那些听
来断裂的、破碎的言语，沸沸扬扬的事由
仅露端倪。沿着这样的蛛丝马迹，外人
无法破译。可是它们却分明储存在王丽
和她的伙伴们的心里。

相比周一，今天安静多了。2016年
4 月 25 日，王丽一共开了 12 个庭。从 8
时 30 分开始，上午 7 个，下午 5 个。其
中，走程序的 4 个，其他的案子属于调
解。二大队的交通事故类案件实在多。
所以，绝对不能积压，必须尽快审理、结
案。每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交通事故
类案件涉及机动车辆，危及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当事人双方争议大，矛盾
难解决。

下午2时，法官工作室的门打开后，
又一波人潮涌入。一个操东北口音的男
人正在打电话，“我现在法院呢。”一个男
的来领父亲的赔偿款。被告知周三刚刚
打过去，得需要七个工作日。一个来找
调解书的，报出案卷号后，小崔拿来一个
纸箱，全是民事调解书。翻来翻去，终于
找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柜台前，举
止谨慎。他小心翼翼地说来取发票，之
前交了1万元钱。这位父亲给要结婚的
儿子买了辆车，自己开出来练练，不想，
真的把油门当刹车，撞上了路边的五金
店。撞毁了人家的大门和货架，对方索
赔3万元。我都快50岁了。男人说话的
时候，露出豁了的一颗门齿。

每天经历那么多案件，王丽提醒自
己必须忘掉。可有的还是硬生生刻了下
来。那位卖菜的阿姨，60 多岁，就住在
附近的村子。2015年11月，她开着机动
三轮车把人撞死了，负主要责任。死者
家属起诉，要求赔偿65万元。王丽进行
庭前调解。当时，被告关押在重沟看守
所。开庭前，被告的女儿要求跟母亲说
几句话。被允许后，母女俩见面抱头痛
哭。母亲说，不要救她，家里没钱，蹲监狱
就行了。被告丈夫在外地工地干活，收入
有限。见此情状，王丽主张调解。反复做
双方工作后，原告将赔偿降至40万元，还
是达不成协议。最终，被告近亲属将家庭
唯一住房及凑来的8万元一同赔付原告。
对王丽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调解，也让
她深受触动。交通事故，于当事人双方家
庭所造成的损失都不可弥补。很多机动
三轮车肇事，因为没有保险公司的赔付，
涉及贫困家庭，后果不可估。

有的案件着实复杂。那还是 2012
年2月27日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原告
被撞伤后起诉，经调解赔付 9万元。至
2014年 9月 23日，原告就其后续治疗花
费的医疗费 15 万余元及伤残赔偿金等

损失再次提起诉讼，并追加为其治疗伤
情的某医院为被告。要求对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在同
一案件中一并审理，并申请对医院在诊
疗过程中的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由于
多种原因该案无法鉴定，鉴定机构将案
件多次退回法官手中，最终案件搁置、无
法判决。原告伤情分别构成七级伤残、
九级伤残，每日需护理。伤情严重兼心
理压力大，经常给王丽打来电话哭诉遭
遇。王丽深表同情，多次组织原、被告进
行调解。最终，经法庭调解，被告一次性
赔付 42万元，原、被告对这一结果均表
示满意。

王丽认为法官工作室就是窗口服务
单位。在这个面对面的开放式的工作
中，随时会碰到难点。知难而上。一个
人的历练也是如此练就。有一次，遇上
酒后滋事的莽汉。面对一个连自己都辨
不清的人，王丽告诉自己必须控制，冷
静，机智，不能触怒他。那一场劝解起先
僵持，一触即发。事后，王丽只觉得后
怕。是的，工作上的困难不怕，与不可预
见的危险有时只隔着一张柜台。

“您好，兰山法院民四庭王丽。”
“王丽法官工作室”的门敞开着。院

子里等待检验的长龙开始缓慢挪动。门
口，那个西向的审判庭的圆桌，被下午一
次次光顾。审判庭不大，人多的时候，肯
定挤不开。

那张像谈判桌一样的圆桌

2016 年 6 月 20 日上午 8 时许，审判
庭的门口落着几个人影儿。此时，“王丽
法官工作室”已有三男一女。女人是人
保费县支公司的。一个男的，被告，交了
3万元医疗费来问结果。一个替江西车
老板询问案件进展。当一旁车辆方的当
事人掏出身份证，王丽正盯着打开了的
兰山法院网站新闻。她对打来电话的人
说，什么事，发短信吧。今天太忙了。

光线还是穿过窗户的铁栏找到了座
椅，闪着耀眼的光斑。王丽问小崔，那天
的两个案子登记了吗？然后告诉探过身
的女人，她的那个单子一星期后再来
拿。只要一上班，王丽面对着的就是一
摊事儿。一桩接一桩，浪一般打来。从
来不跟她商量，哪些该来，哪些不该来。
这些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到这儿的人，需
要她的帮助。这一点是明确的。公务员
是一个职业，也是一项事业。只有做了
之后才发现，自己执行的是公共事务。
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空话。公正、廉
洁、为民，是职责。王丽知道自己必须保
持沉稳，不能急躁。自己代表的不是个

人。6年，不长也不短，法官的职业素
养让一个活泼爱笑的女性，陷入理性
的缜密与判断，有时甚至枯燥、琐碎。
这个早晨，这杯红茶是属于她的早餐。

坐在电脑前的王丽，需要做一些
开庭前的准备，也得随时面对咨询的
人。听一个受伤的人抱怨，他要转院，
做磁共振，可是对方却连3000元钱都
不愿交了。王丽刚刚把律师的电话告
诉了那个戴草帽的老人。他不识字。
他的古树被车撞了。但是确定树是不
是属于他，还需要证据。王丽没见过
他，但案情是知道的。她要老人回去
再搜集证据。法律需要真凭实据，那
些证据链连在一起会说话。窗外响彻
汽车发动机的哼鸣。门再次被推开。
王丽在两台电脑之间来回穿梭。小崔
早去了审判庭做准备。今天开庭。

9时10分，当王丽来到审判庭，里
面已人满为患。那张像谈判桌一样的
圆桌，对面分别坐着人。西窗下以及
北侧的旁听席挤着形形色色的面孔。
王丽的审判庭看起来很特别。没有秩
序，有些热闹，沸沸扬扬的。似乎每一
个步入其间的人，都是声浪的一部
分。即使王丽已经坐稳了，这种场面
依然持续。屋里的人交谈着，有的声
音明显扬起。如果把这些声音集中起
来，足可以掀掉房顶的一片瓦。

应该是通知上午开庭的人都到
了。他们在审判庭里坐着，进不来的
人就在门外等候。坐在圆桌一侧的是
一个年轻父亲，穿白底花衬衣。他的
情绪有些激动。因为他新买的北斗星
被撞了，对方逃逸，属无证驾驶。今天
是开庭的日子，可是被告没来，因为传
票没送到。手里有对方电话，但是打
了也不接听。这让他懊恼。王丽开始
查找电话，寻找逃逸人，结果也是无法
接听。王丽耐心告诉原告，需继续寻
找被告的准确送达地址。

审判庭门外不时有谈话传来。王
丽被站着的两个身材高大的人挡住
了。与法官工作室的忙碌相仿，此时，
审判庭进行的是各方调解。需要依次
进行。既然调解，自是少不了口舌。
有一些进展顺利。王丽或翻看案卷，
或开始了又一起案件的调解。与当事
人挨得切近，彼此之间看起来更像交
流。一旁的书记员小崔在打字。还没
有挨着的原告及代理律师，已与被告
方达成了调解，只待签订调解协议。
一起肇事案件的原告，女的正准备签
字。另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则起身复印
身份证去了。

“刘某玲是谁？”

“我是被告，原告没来。”
旁听席上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妇大

声说，然后站起身。她的手里拄着一
根拐。另一只手拎着“中国梦环球岛”
的手提袋。刘某玲来不了了。压缩性
骨折让她只能卧床。坐在老妇对面的
是女律师和忧心忡忡的男人。住院花
费了20万元，除了开始交了的7万元，
老妇还得再交 14 万元。她表示自己
交不起了。

这时候差不多像一个集市了，已
经没有了法庭的模样。调解各方都找
到了话题，此起彼伏，像交响乐，分若
干声部。此时，审判庭的交响有了重
音。女律师试图与老妇人协调赔偿方
案，却毫无进展。“是来开庭不是开
会！”男人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王丽看着对方拉锯战愈演愈烈，
出面制止：“安静！”

“刘某玲，来了吗？”王丽问。
“我是她的代理人。”男人说。
“你不会代理，你下去。”男人见

状，从圆桌一边走到桌角坐下。
“我让你到底下，旁听席坐着。”男

人不再言语，低着头回到旁听席。
10 时 55 分，声浪渐息，审判庭恢

复平静。王丽见双方调解不成，对小
崔说进入庭审录播系统，准备走程
序。这起关于卖干果的老妇开电动三
轮车撞伤刘某玲一案，原告要求赔付
后续医疗费共计 14 万余元。王丽问
被告是否要答辩期。对方说不懂答辩
期是什么意思。王丽耐心解释。听明
白后，被告说要答辩期。王丽通知原、
被告双方 2016年 7月 8日上午 8时 45
分开庭。

11 时 5 分，王丽回到了法官工作
室，发现这里真是清凉。工作室里有
几个人。他们是开完庭后，经协商私
下达成调解的，坐在这儿等调解协议
书。还有一个是千余元的小事故。本
来现场已谈妥。结果一方反悔，另一
方准备起诉。

做一个真心的人

身为法官，王丽关注这个群体，认
为“敬重法官才有法治”。2014年4月
23日，兰山区法院实行首例案件庭审
网上视频直播，成为当地重要新闻。
担纲本次庭审的审判长是全国模范法
官，党的十八大代表王永涛。王丽一
直以身边有这样的榜样为荣。从互联
网观看庭审现场，让更多的人有了切
身感受，中国司法的公正和公平愈来
愈透明。

法官工作是忙碌的，如旋转的陀
螺。每天开庭，调解，写审理报告，
写判决书，年底结案的压力很大。法
官的健康状况堪忧，还伴有职业带来
的伤害事件的发生。王丽认为，工作
应当是劳逸结合并讲求方式方法，最
终从工作获得的不是劳累猝死，而是
自我价值实现后的轻松愉快！尽力而
为就好。要知道生命里还有很多重要
的人，我们是法官，也是父母、是儿
女……生活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

周末，王丽是用来休闲的。绷紧
了的弦，必须放松。摩羯座的王丽，喜
欢独处。能够安静下来真好。内心的
怀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王丽觉
得，时间没有回放键，但是美好会永远
定格。王丽保留着对于母校交大的感
情。夜里，有几回路过沂河，远远望
去，灯火阑珊，很像黄浦江。王丽几乎
是一下子被林清玄的浪漫打动。“浪
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
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
慢慢变老。”如今，王丽愿意浪费时间，
回老家看望父母，去陪 90岁的祖母一
起说说从前的事。

做一个真心的人。内心世界和情
感丰富的王丽很容易被生活触动。在
她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背起行囊，
真心地面对山河，真心地面对自己要
走的路。“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
欢歌高进。”如今，王丽愈来愈觉得，成
长是一种痛。痛过之后，已经披上了
一层铠甲，更加坚强，更加豁达，可以
承担人生的风雨。人生是短暂的，也
可以无比丰饶。她愿意怀着年轻的
心，勇敢赶路，不负余生。

新事物总会让人眼前一亮。第一
次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见
到“王丽法官工作室”，不由得生出
探究的愿望。两次采访，让笔者走近
了法官王丽和她的工作室。

1986 年出生的王丽是年轻的。但
是站在笔者面前的她，轻易地让人忽略
了年龄。职业的历练让这个步出校园仅
6年的年轻女性，拥有自信带来的果敢
和成熟。王丽是兰山法院派驻交警支队

二大队唯一的法官。法官工作室以她
的名字命名，让王丽感到巨大的信
任。投身其中，她明白了自己面对的
是压力和责任。

拥堵的城市，日益增多的交通
事故类纠纷，化为王丽和她的同事
必须面对的如山的案卷。法官工作
室就像营业厅：川流不息的人，形
形色色的案件，忙碌的工作状态，
王丽说“我的耳朵让自己的话震蒙

了”。目击此处的庭审，也与之前
所见不同。沸沸扬扬的场面，带着
各自的故事的当事人。可以在这里
待上半天或者一天，难以想象身处
其间的王丽每天的工作强度和重
负。

年轻是一种力量。往下扎根，也
会径直生长。王丽是年轻法官的优秀
代表。她自信、独立，热爱工作，热
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