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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汉在做普法宣传。

有份感动一直在心里

2017年 3月 8日上午，陕西省南郑
县殡仪馆内，众多亲人故友、同事同
学、律师及社会各界人士，为王俊汉
送行。亲人掩面，朋友伤怀，同事哽
咽。不远处，汉江水静静地流淌。

3月 2日，南郑县大河坎中心人民
法庭副庭长王俊汉，因患直肠癌不治
去世，时年49岁。

一盏灯光
陪伴你多少个夜晚

在王俊汉的同事和朋友的记忆
中，一到夜晚，大河坎法庭二楼那间
办公室里的灯总是亮着。他们都知
道，那是王俊汉在加班。“老黄牛”

“王不累”“工作狂”都是同事和熟悉
他的人亲切地给他取的外号。

“和他打了十几年交道，我每次晚
饭后散步经过法庭的时候，总能看到
他办公室的灯亮着。”大河坎镇司法所
所长黄德福说。

“我们 30 年前一起在西北大学读
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我们关系非
常好，但我很少有机会去他家里，因
为他总在办公室，所以就经常在他办
公室见面。他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比在
家里多得多。”他的大学同学王勇说。

人民陪审员米健中和王俊汉一家
很熟，他说王俊汉妻子张晓文有次抱
怨说：“他白天办案，晚上加班，我经
常一觉醒来他还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在多
少人进入梦乡之后，张晓文只能在安
静的夜里，挂念着一墙之隔的二楼办
公室里灯光下熬夜工作的丈夫。

1995 年，王俊汉经过考试，由原
南郑县氮肥厂进入南郑县人民法院工
作。最初几年，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
的他深感工作压力大，就参加了法院
干部业余大学的学习，之后他参加法
律专业自学考试，取得了法律专业大
学文凭。工作之余，他把全部时间都
用到了学习上，研读案卷和法律书籍
成了他的挚爱，办公室成了他的家，与
人探讨案情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爱好。

在女儿王雨晴的记忆里，很小的
时候爸爸在偏远的地方工作，家里就
只有她和妈妈。能经常见到爸爸，能
和别的小朋友一样一家人去外面玩，
一起吃晚饭都成为女儿的奢望。后来
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了，爸爸却又老
是加班见不到人，连周末也不例外。
上大学后女儿也选择了学习法律，最
开心的就是节假日回家后和爸爸一起
探讨法律问题。“这是我的快乐时光，
可是很少很少。”

“我和王俊汉认识 20 多年了，最
佩服的就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勤恳
敬业的精神。他在红庙人民法庭做书
记员的时候，我有次过去查阅案卷，
忙完已经下午下班了，知道他很久没
回家，我说用车把他捎回家，他说不
能回呀，刚到法院工作不久，晚上要
看书学习，明天上午还要出庭记录，
很多事情要忙。”汉中市达聪律师事
务所律师乔锦昭说，“有次他给我打
电话让我过去核实当事人提供的一个
材料。当时是周末，我过去都下午 6
点多了，他还在办公室工作，我们一
一核对，有些不清楚的地方给当事人
打电话核实，一来二去忙到晚上快 10
点了。我说咱们走吧，他让我先走，
说自己还要把判决书写好。”

“住院先缓缓，等我开完这几个
庭再说。”这是一年前王俊汉被查出
直肠癌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时他说
的话。

2016年 3月 8日上午，正在法庭开
庭的王俊汉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
没法坚持下去，只能休庭。随后他被
送往医院检查。可此时的王俊汉仍对
自己的病情不以为然，当医生命令他
立刻住院，他却说他一周安排了三四
个案子要开庭，住院的事情先往后推
一下。

“去年春节前后，只听说俊汉肠胃
不舒服，每天都要跑六七趟厕所，吃消
炎药也不起作用。”大河坎法庭庭长毛
龙说，“那天俊汉被送去医院，我给他
打电话，他还在电话里说他没事，明天
就能上班。过了一会儿，俊汉的妻子就
哭着给我打来电话说，王俊汉检查结果
出来了，是直肠癌。”

大河坎法庭去年搬了新址，旧的办
公楼还在。在王俊汉的办公室里，同事
们神情悲伤地整理着他的东西。这间狭
小的办公室，再也见不到他们熟悉的那
个身材高大、温和英俊的同事了。夜晚

办公楼上的那盏灯光，已经成为一个忧
伤的回忆。

一叠证书
你付出多少心血

同事们整理出来王俊汉的遗物中，
立功证书、获奖证书摞起来整整有一尺
高，当事人送的锦旗厚厚的一沓。这些
年年岁岁积累起来的荣誉，见证了王俊
汉20多年的历程。

南郑县圣水镇有个伤害案件，当事
人因为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王俊汉就
把法庭搬到了村子。开庭，调解，反复
做当事人工作，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
下午 3点多，还没有结果。“我们又渴
又饿，他却精神头十足，好像一点事没
有。”和王俊汉在法庭共事多年的法院
政工科科长白小军回忆他们之前一起办
案的经历，好多事情让他对王俊汉又佩
服又心疼，“俊汉处理棘手案子有他自
己的方法，法庭的好多疑难案件他都抢
着办。”当事人深深被王俊汉的认真负
责所打动，最后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

“他办案子不光胜诉方认可，败诉
方也心服。他的正直人品让人无话可
说。”云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哲平代理
过一件王俊汉审理的案子，王俊汉的公
正、宽厚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一对夫妻离婚后又共同生活了一段
时间，这期间男方出资购买了一套房
子，两人打算复婚，于是就把房子登记
在女方名下。后来女方反悔，非要把这
房子据为己有。案子起诉到法院后，王
俊汉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女方多次
请王俊汉吃饭被拒绝，又多次到法庭吵
闹，还到处告王俊汉的状。王俊汉不急
不恼，每次都是坚持说理说法。后来案
子宣判后女方上诉。“我是男方的代理
人。”赵哲平说，“案子刚上诉，女方意
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亲口对我说，王
俊汉法官前前后后处理这件案子费了好
多精力，真的让她很感动，人家也不图
个啥，只是坚持秉公执法，她从心底里
服了。”于是不等二审开庭，女方就主
动要求和解，后来案件很快得以顺利处
理。

从 2014 年 3 月起，大河坎镇小学
的何老师每个月都要来法庭一次，来
领孩子的抚养费。她的离婚案是王俊
汉办理的。离婚后孩子跟她一同生
活，根据判决，前夫每月给孩子的抚
养费打到她的银行卡上，但何老师不
放心，前夫要是不给怎么办？于是她
又带着孩子来到王俊汉办公室。“我知

道我为难王法官了，案子判完本来和
他没关系了，可我害怕拿不到抚养
费，就哭着让他给想办法。”王俊汉给
她前夫打电话让每月把钱交到法庭，
由他转交给何老师。于是，每个月的
最后一天，何老师到法庭从王俊汉手
里把钱领走，一直到 2016 年 6 月的一
天。“王法官打电话给我让我来取钱，
说他生病了最近不上班，让我到另一
位法官那儿拿钱。我才知道他得了大
病，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何老
师眼圈红了，“王法官是个好人，是个
大好人，他一点不嫌我的事麻烦。”

南郑县梁山镇 70 多岁的王某在妻
子去世后和 50 多岁的李某结婚，后李
某要求离婚，王某打死也不愿意离婚。
王俊汉和司法所的黄德福一起去上门做
思想工作。王某患有帕金森氏病，王俊
汉就和他拉家常，说自己父亲当年也是
患这种病，并详细给老人介绍用什么药
好，平时该注意些什么。“他像对待自
己生病的父亲一样细心，真心实意帮老
人的病想办法，不厌其烦。和他打交道
多年，一起做过好些调解工作，他的耐
心、包容心太让人感动。”黄德福说。

“我今天早上才知道王法官去世
了，这么好的人，咋就说走就走了
呢？”大河坎镇油坊社区68岁的李老汉
老泪纵横，“我要是早知道，我要给王
法官送一个大花圈，在他灵前给他磕
10个响头。”李老汉边说边抹眼泪。

李老汉的儿子几年前患上精神病，
2013 年儿媳起诉要和儿子离婚，李老
汉一家人为此束手无策，王俊汉多次上
门和李老汉谈心，给他们分析这件事的
最好处理办法，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
之后又去做李老汉儿媳的思想工作，后
来案子判离，儿媳付给李老汉儿子8万
元生活补助费。“他亲手把钱送到我家
里，一再叮咛让我专心给儿子治病，说
这是大事。他前后来了我家里几次，光
听我发牢骚了，可他一点也不上火。他
连我家一口水都没喝啊。”李老汉说，
王俊汉后来专门打听他儿子的病，听到
李老汉儿子已经康复的消息，比他还高
兴。“我儿子现在好了，去当保安了，
你不知道我多么感谢王法官，我还能想
起王法官慈祥的面孔，他是个好法
官。”李老汉痛哭失声，嘴里喃喃地
说，“他得的啥病嘛，咋就治不好呢？
他得的啥病嘛，咋就治不好呢？”

多年来，王俊汉连续保持着南郑县
法院每年审结案件数第一名的纪录，他
所审结的案件无不合格案件。翻开他那
一沓获奖证书和勋章，先进工作者、优

秀法官、优秀共产党员，个人三等功、
个人二等功、办案标兵……数不胜数。
一年前，王俊汉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一声叹息
你走得太早

“怎能忘三十载同窗情 / 到今日阴
阳相隔两茫茫……哭俊汉，壮志未酬身
先逝 / 客死他乡魂归故里。”王勇用自
己的诗怀念这位同窗好友。

王勇说他几年前第一次去老同学
家里的时候震惊了。他了解王俊汉为
人正直两袖清风，但实在没想到老同
学 家 里 的 情 景 还 是 让 他 无 法 接 受 。

“他家里太清贫了，他们一家人太苦
了。”这个中年男人声音哽咽，泪水
滑落在脸上，“他之前身体很好，以
前上班离家远，他一直坚持走路锻
炼，查出癌症真的是让人想不到。他
是累死的。”

陕西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景兰江
几年前代理了一起案子，王俊汉多方
做工作后双方达成了调解，调解书都
制作好了，景兰江代理案子的当事人
却反悔了，一把把调解书揉成一团。

“我都很生气了，王法官却一点不恼，
仍然耐心地让当事人坐下来，询问他
的真实意思，继续做调解工作。他真
的是太有耐心、太有包容心、太有涵
养了。”

景兰江从业时间不长，和王俊汉
交往也仅限于自己代理一件案子时的
几次接触。“我敬佩他的人品。”景兰
江为王俊汉的为人深深折服，他毫不
避讳地谈法官和律师关系的话题，“作
为律师，我尊敬王法官不是因为他支
持我的诉讼请求，而是因为他的公
正。即使官司输了，我也虽败犹服。
每个行业都需要正能量，王俊汉法官
身上充满了正能量，正是这些正能
量，一起支撑着法治的大厦。”景兰江
说：“我怀念我们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
的纯正健康的交往，我感念他这种公
正无私的精神。”

王俊汉生病期间，有一次给老朋
友黄德福打电话，让黄用私家车送他
从汉中到西安去治疗。“我和他开玩笑
说，你病成这样了，让单位给派一辆
车去医院看病还不行吗？他毫不含糊地
说，公车不能私用，你知道的，绝对不
行，你要不送我，我就自己坐长途车
去。”黄德福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朋
友们都知道他的性子。有一次他爱人拿

来女儿学校的困难学生补助申请表来
找我，说要在社区盖章，但王俊汉不
让办，妻子没办法就让我给帮忙。我
后来帮他妻子一起填表后在社区给盖
了章。他家庭清贫，却始终不愿意给
组织、给别人添麻烦。”

陕西修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也
是因为代理的案子由王俊汉办理后而
结识他的。“我不怕人说我和他交朋
友，因为我并不指望他能对我代理的
案子有啥偏心。我相信，他坐在审判
台上，我坐在代理席上，凭他的人品
秉性，他该怎样绝对还是怎样。我们
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撇开职业不
谈，我们是互相尊重的朋友。”刘琳
敬重王俊汉。

一声呼唤
你可曾听见

“王俊汉！王俊汉！”南郑县法院
家属楼上经常会传出这样的呼唤。
每每听到这样的喊声，同事们和熟
人都知道，这是王俊汉的妻子张晓
文在喊王俊汉回家吃饭了。

大河坎法庭和南郑法院家属楼
在一个院子，从七楼王俊汉家的窗
户望过去，斜对面法庭办公楼的二
楼就是他的办公室。“我做好了饭经
常等不到他回来，就趴在窗户上喊

‘王俊汉！王俊汉！’他不出来，我
就再喊‘王俊汉同志！王俊汉同
志！’他就出了办公室，向我摇摇
手，说事情还没完呢，就又走回办
公室了。”在王俊汉简陋的家里，张
晓文眼睛里闪着泪花，“我现在再也
喊不回来老王了。”

大河坎法庭辖区有些当事人家
在山里，往返一趟很不容易，只要
当事人来到法庭，王俊汉就尽量把
办案的时间往前安排，经常因此错
过了吃饭时间。妻子说：“他跟我
说，这些群众家离得很远，要是不
挤时间办理他们的案子，办完事后
天就晚了，他们回家走山路就很不
方便了。”

在陕西警官学院读书的女儿有
一次发高烧好几天不退，就请假从
西安坐车回到南郑县。病情加重后
张晓文带孩子去医院，孩子浑身无
力，下车后张晓文背着女儿走进医
院大厅排队挂号。旁边一位病友看
到这情景就和张晓文聊起来：“你这
么瘦还背着女儿来看病，她爸呢？”
张晓文告诉他说女儿的爸爸在办

案，她也不敢给他打电话，要不然
会被他骂的。病友听了叫道：“咋还
有这样当爸的，你给他打电话我和
他说。”硬是让张晓文拨通了王俊汉
的电话。这个素不相识的病友在电
话里对王俊汉发了一通火，说他太
不像话，女儿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赶
紧过来。王俊汉只说他正在处理案
子，实在走不开。

“我还记得父亲在病榻上吃力地
撑起脑袋，用迷离甚至有些浑浊的
眼睛看着我，拉着我的手，叮嘱我
要照顾好自己和妈妈，好好学习，
做一个善良有理想的人。”王雨晴在
父亲追思会上的话，让在场的人无
不落泪。“我再怎么坚强，却无法承
受您离去的悲痛，您去再也无法回
来了。”这个还有三个月就要大学毕
业的孩子，牢记着父亲的教诲，原
本马上就要参加专升本考试。“可是
我现在也不想再上学了，我想早早
参加工作或者去打工，早日分担我
妈妈的负担。”

“他经常加班，妻子有意见，难
免有矛盾。”黄德福工作中经常和
王俊汉一起参与调解，既是工作搭
档，又是知心好友。有一次妻子和
王俊汉闹矛盾，黄德福建议王俊汉
无论如何也要腾出时间多陪陪妻子
和女儿，多次劝说后王俊汉休了几
天公休假，黄德福开车把他们一家
人送到火车站，让他们去成都玩了
几天。“这可能是俊汉最近几年唯
一的一次陪妻子和女儿一起外出
了。”

在王俊汉简陋的家里，实在找
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台老式大
方块电视机还是他们 20 多年前结婚
时买的。“我弟媳和侄女穿的衣服，
好多都是我们亲戚们送的。”王俊汉
的姐姐抹着眼泪哭诉，“弟弟把所有
的心思都用到了工作上，根本没有
时间和精力照顾家里。给他治病家
里借了好多外债，他嫌拖累家里，
硬是不让再治了。”

为了帮助解决王俊汉的治疗费
用，南郑法院组织捐款 3 万余元，
民政部门救助 4 万元。为了帮助解
决王俊汉后期治疗的费用和两次手
术欠下的 30 多万元债务，南郑法院
还向汉中市民政局申报了向王俊汉
开展募捐的报告，在王俊汉去世前
一天刚刚获得批复，王俊汉去世
后，相关募捐活动停止进行。

王俊汉生病期间，77 岁的岳母
来家里看他，慈祥的老人摸着王俊
汉的头说：“苦了娃了。”“我妈看俊
汉的眼神我现在都忘不了，满脸忧
愁，焦急不安。”妻子张晓文送老人
回去，快到老人住的地方了，老人
不让她送让她快回去。结果老人的
家里人始终没等到老人回家，从下
午找了一夜没找到，第二天在离王
俊汉家不远的一个小水渠里发现了
老人的尸体。“我妈一定是放心不下
俊汉，我送走她后她肯定是又折回
来了，她心里牵挂着俊汉啊。”张晓
文泣不成声。

重病期间的王俊汉承受着病痛
的折磨，又承受了岳母因看望自己
而逝去的打击，面对着 11 年前就
已经下岗在家、长期多病的妻子，
面对着因自己治病债台高筑的家
庭，牵挂着即将毕业不知何去何从
的女儿，谁能体会得到这个坚强的
男人当时心里会是怎样的悲痛和无
助？

汉江水日夜流淌，汉江边上却
没有了王俊汉的身影，这个 49 岁的
汉子，只把他英俊的面容留在了自
己家狭小的客厅内摆放的那个小小
的相框里。3月 2日晚上，在南京军
区南京总医院，王俊汉的生命戛然
而止，考完试连夜随同南郑法院的
叔叔们一同搭乘飞机赶往南京的王
雨晴，最终没有见到自己本来就见
面很少的父亲的最后一面。王俊汉
的妻子、女儿和他的同事们，在这
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只能捧着王俊
汉的骨灰盒回到汉中，把他安放在生
他养他的汉江边上。

似乎再也找不出另外的词语来形
容，有一份感动一直伴随着我们整个采
访过程。

勤奋、敬业、包容、耐心、宽厚，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采访对象，这些词
语源源不断地响在耳边。一件件案子，
一个个日常小事，一桩桩往事，让已经
远离我们而去的王俊汉形象一点点地鲜
活起来。

领导和同事认可他，是他的执著认
真，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拼命三郎形象；

他办过的案子的当事人认可他，是他
时时处处为当事人着想，遇事不怕麻
烦，待人温和热忱；代理案子的律师
认可他，是他的法平如水、公正无
私，是他高尚正直的品德。一位采访
对象的话特别恰当地概括了人们对王
俊汉的评价：“他做的这些工作看似
很平常，很平凡，但就是这些多少年
日积月累始终如一的坚持成就了他的
伟大。”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这样的无怨无

悔？是一心为民的情怀，是公正司法
的理念，是认真做事、正直做人的精
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俊汉用
20多年的司法实践，用点点滴滴润物
细无声的行为，诠释着一名基层人民
法官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斯人已去，留清风正气在世间。
王俊汉法官的身影如同汉江边上法庭
二楼夜里时常亮起的那盏明灯，定格
在无数人的心中，让一份感动一直伴
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