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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驰是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
院第二人民法庭法官。当地人称善
者、和事佬、徐老师，单位同事称其
善断，常驻法庭32年，办案数千。

32载春秋践行“三严”

善者有“三严”。在距离重庆江津
城区 50公里处，有一个通往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四面山的中心驿站——蔡家
镇，这里便是江津区法院第二人民法
庭的驻地所在，也是徐驰的“家”。

1985 年，年仅 20 岁的徐驰参加工
作被分配到原四川省江津县人民法院
柏林法庭，在江津条件最艰苦的柏林
法庭工作 12年；1996年，他调动到蔡
家镇第二人民法庭一干至今，从未挪
窝。时光如梭，一晃 32年过去了，寒
来暑往，三十余载春秋，他的身影已
经与这个路边的小镇融为一体。身边
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唯有徐驰依
然扎根在此。

32 年里徐驰都干了些啥？1985 年
至今，他办理的案件超过 4000 件，每
年结案率在98%以上，调结率在75%以
上。多年审判工作，他摸索出一套

“三严”理论。“办案子，程序必须
严。”徐驰说，对自己办理的每一件案
子，从文书送达到审理，再到裁判，
他都坚持按程序进行。32 年来，徐驰
办理的案件在每次质量评查中都以高
分通过。二是严格认证，在案件的审
理中，无论大小，他都坚持做到严格
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
性，使每一份证据都经得起检验。三
是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坚持做到对
案件当事人一律平等，不偏不倚。

30多年时间里，徐驰所审结的民事
案件，没有矛盾激化，也没有上访。在
众多案件代理人、律师和当事人眼中，
他是一位“农民法官”，也是一位扎根基
层的贴心法官，来法庭的群众都习惯喊
他“徐老师”，当地人则称之为善者。他
多次被江津区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办
案能手；被重庆市总工会评为重庆市劳
动模范，被重庆市委宣传部评为2017年

“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并荣登
2017年 2月“中国好人榜”，被重庆市市
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表彰为调解能手、办案标兵，
并荣获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荣誉天平
奖章”。

办案实在有良心

熟悉徐驰的人都知道，他人太实
在，看不得眼泪和穷苦，除了按流程
办案，他更是用情、用心、尽力。第
二法庭年轻法官伍云嫦说：“徐老师办
案子是真的用良心在办。”

2013年11月底，第二人民法庭内来
了10多名群众，情绪激动地要找法官评
理。徐驰放下手头的卷宗，询问缘由。
原来他们 3 年多前为农网改造建设出
工，但因为包工头和电力公司账目没结
清，导致包括他们在内的 170余人工资
拖欠至今没有兑现，因而四处上访。

“大家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帮
到大家。”徐驰成为这起欠薪案的主审
法官。他一方面积极为农民群众联系
法律援助，引导其进入正规诉讼渠
道；另一方面与包工头和电力公司协
调，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
通过徐驰的多方协调和奔走，两个月
后，电力公司兑现了所拖欠的农民工
工资 30余万元。农民工兄弟收到兑现
的工资后，非常高兴和感激，联名为

徐驰送来鲜花、锦旗。
2015 年，徐驰审理万某诉李某离

婚纠纷一案。因被告李某身患精神疾
病，原告万某曾起诉离婚，后因李某本
人和父母不同意并扬言报复而被迫撤
诉。当原告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时，徐驰
主动要求接手审理该案。在李某本人和
父母仍然坚持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徐
驰并不是简单断言、一判了之，而是积
极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从关心李某的生
活入手，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这些真
诚关怀的举动，终于解开了李某家人的
心结，缓解了双方一触即发的矛盾。当
徐驰再次登门来到李某家时，李家人放
弃了报复万某的念头，同意调解离婚，
并对徐驰致以深深的谢意。

还有一件事，让徐驰的同事们记忆
深刻。2012 年，蔡家镇清溪沟村四社
80 多岁的老人张银成因赡养纠纷起诉
到法庭。老人膝下有5个子女，体弱多
病、双目失明，多年来跟着小女儿生活
在大山深处的清溪沟村，其余4个子女
不愿对他尽赡养义务。家贫如洗、伤心
欲绝的老人曾先后3次到法庭起诉要求

不孝子女给付赡养费。这一次，接待他
的法官是徐驰。开庭当天大雨滂沱，张
银成穿着一双破烂不堪的草鞋，在小女
儿的搀扶下满怀希望地来到法庭，可 4
名被起诉的子女全部拒不到庭。徐驰刚
准备缺席判决，赡养老人的小女儿却一
时情绪失控，丢下老人快步离去，迅速
没了踪影。这样的突发情况让徐驰猝不
及防，但看着失明而无助的老人，他很
快镇定了下来，将案件有条不紊地处理
完毕，判决4名被诉子女担负起赡养老
人的义务。案子是判了，可孤立无援的
老人却让徐驰揪紧了心。“必须把他送
回家，不能让 80 高龄的失明老人在外
流浪。”徐驰和法庭同事一起驱车30多
公里将老人送到清溪沟山下，可要到老
人的家还需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当时
天下大雨，满路泥泞，稍不注意就会跌
倒。他和同事将老人扶下车，冒着倾盆
大雨，打着伞搀扶着老人终于在下午一
点半到了家门口。负气离去的老人小女
儿站在门口看到，滂沱大雨中，泥泞的
山路上，突然出现两位浑身湿透的法
官，搀扶着自己双目失明的老父亲，一

步步地朝着家的方向走来……她的泪水
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4名子女
主动打来电话，感谢徐驰冒雨送父回
家，不久就开始担负起对父亲的赡养义
务。

老法官“油盐不进”

2016年7月，徐驰走了一个多小时
山路，赶到蔡家镇福德村村民王大爷家
里。“王大爷，您和老伴结婚这么多
年，老夫妻应该更加包容对方，如果离
婚，您知道会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吗
……”

每次审理案子，徐驰都会主动联系
当事人，或亲自到家中，给他们做思想
工作、解释判决结果。“山区的村民法
律意识不强，我得把法理给他们讲清
楚。”徐驰说，上门“说理”，其实就是

“以案讲法”，能为更多村民普及法律知
识。这个习惯，他已坚持了 30 多年，
紧密联系群众，是他保持初心的一种方
式。

32 年的审判生涯中，徐驰经历了

法院的历史变迁，周围的人和事不断
在改变。随着山区经济社会的开放发
展、社会人情的日益丰富，法庭所面
临的案件也日趋复杂，法官所面临的
诱惑也渐渐多元起来。徐驰始终不失
本色，任何时候他都一贯老实、勤
劳、淡定从容。在众多案件代理人、
律师和当事群众眼中，他是一位“油
盐不进”的法官。几十年来，他固守
着自己的办案风格，不偏不倚、严谨
规范。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和家人外出踏青、享受天伦。妻子是
一名普通的基层小学教师，儿子乖巧
懂事，日子过得和谐幸福。徐驰说：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一辈子都
过得平静而踏实，我很知足。工作凭
良心干好，家庭幸福美满，这样就足
够了。”

徐驰也很重视对庭内年轻干警的
传帮带工作，时常在给庭里新到的年
轻干警传授办案经验的同时以身作
则，用实际行动教育年轻干警要牢记
严于律己。30 多年来，徐驰结案数
千件，无一件违法、违纪记录，无重

大责任事故。记者从该院了解到，办
案 30 余年来，徐驰还没有被群众信
访反映过。

“外号就是符号”

徐驰在法院内部有很多外号，其
中一个是“善人徐驰”。江津区法院院
长李亮透露，徐驰的确是几十年如一
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清醒、
坚定，工作踏实肯干，待人诚恳。所以
被称为‘善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善于断决。他总结的三严理论，身
体力行 30 多年，本身就是一种大善。
外号其实就是符号。”

因为在法庭扎根时间太长，庭里
对他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徐驰
1985 年进入法庭工作，现在第二法
庭庭长王化雨正好是 1985 年出生。
王化雨说：“我也是叫他徐老师。通
过全员竞聘，院里决定让我来庭里主
持工作，当时就知道徐老师是这里的
万事通，有他支持协调，我们开展工
作方便很多。”徐驰也没拿老资格的
架子，王化雨一到庭里，徐驰就利用
自己熟人熟地的优势，带着他走访乡
镇，和乡镇村社负责司法的领导沟通
交流。如今，第二法庭3名法官一年
办理案件600多件，其中徐驰2016年
结 案 278 件 ， 2015 年 结 案 394 件 ，

“现在还办得动，多带带年轻人。”徐
驰老师可不是白叫的。

“徐叔”也曾是徐驰在法庭的一
个称呼。因为本身就是当地人，一名
年轻书记员进法庭看到徐驰就这么
叫，两人家里早就熟识，“乡亲们很
多都认识，各种喊法都有。”徐驰基
本可以做到无论到了辖区哪个乡镇哪
个村，找什么人联络心里都有数。

“乡里老规矩多，传统观念比较强，
我们办的多是离婚赡养的案子，要了
解当地习俗才好着手。”李亮觉得徐
驰是一名让当地群众满意的“和事
佬”，30 余年他结案超过 4000 余件，
每年案件审结率和调解率都很高，所
办理的案件无一件矛盾激化，做到了
对案件当事人一律平等。

徐 驰 还 有 一 个 绰 号 叫 “ 徐 马
也”，院里和乡镇上很多老人都叫他

“马也”，徐驰说起这个绰号是“欲哭
无泪”：“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乡里的
打字机打不出驰这个字，就用一个马
字加一个也字拼一起，但是怎么也挨
不了那么近，开会点名的时候就老被
叫马也，后来就传开了。”其实传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还是小伙子
的徐驰老实肯干，大家觉得像一只勤
劳的蚂蚁，江津当地话里，“马也”
和“蚂蚁”的发音很像，于是这个绰
号在越来越多的人中间传开。徐驰也
的确如一只守着蚁穴的蚂蚁。近几年
由于当地因川贵天然气管道建设、四
面山旅游景区开发、江习高速公路征
地拆迁等发展问题，所在法庭受案数
量急剧上升，徐驰主动深入村社，开
办法制宣传，培训和指导基层民调人
员有效开展工作，向政府相关部门提
供咨询意见及司法建议，化解了一大
批社会矛盾纠纷。

记者：在法庭驻扎了 32 年，最大
的感受是什么？

徐驰：不知不觉几十年弹指一挥
间。我也没觉得多辛苦，别人说啥坚守，
其实没那么大的事，我老家就是这个镇
的，虽然老人、孩子都在江津城区，但毕
竟我熟悉这里习惯这里也爱这里，在这
里当法官对这里也是守土有责。

记者：现在办案量越来越大，吃
得消吗？

徐驰：过去两年我们庭里案件数
量增长特别快，我必须得多担当点。
以前下乡练就的身板儿还不错，还办
得动。我个人喜欢打篮球锻炼身体，
不过这两年案子多了都没时间打
了。以前办案子和现在不一样，那时
候都是提包下乡，办案子是纠问式，
后来民诉法修改了，才是现在的庭审
式。不过下乡翻山越岭倒是让我们
那时候身体都练得特别棒。

记者：我看您小本上都记着结案数
量？

徐驰：是啊。前年我结案都 394 件
了。想以前我们一个庭一年才收 21 件
案子，现在一年我们法庭都快要收 700
件了。

记者：很多人在您这个年纪都进入
领导岗位了，您没去竞争过？

徐驰：以前也想过，前两年院里全院
竞聘中层领导，我当时也参加了庭长竞
聘。各方面条件也都合适，但院里从长
远考虑，希望从年轻人中选拔，想把我调
回院机关民一庭工作，结果后来年龄刚
好超几个月，不符合政策条件，这事就过
了。该参加一定参加，培养年轻人也要

支持，摆正态度很重要。
记者：你们法庭是江津法院距离城

区最远的一个，您就没想过回院里？
徐驰：这个真没想过，在哪儿都是干

工作。我们院里规定有轮岗政策，就是
机关里的人必须到法庭轮岗，一年一
换。同事们在法庭待满一年，就可以写
申请回机关。我都是写“倒申请”：申请
继续留在法庭。从 2002年到 2014年都
在写，后来院里规定要想回机关才写申
请，留法庭就不用申请了，我才不写了。
在法庭待着，对这里的情况和人都熟悉，
工作也更好开展。

记者：您对辖区有多熟悉？
徐驰：和群众熟悉是非常必要的。我

是当地人，在这里工作时间长，本身就有优
势。加上以前办案经常需要下乡，所以当地
群众对我比较熟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
们辖区这几个乡镇，你随便说一个村，我都
知道他们村长是谁，这个村在什么位置。

记者：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徐驰：走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

以前办案子需要下乡，村里没公路我们
也没车，都是用脚走。所以出门前要做
好准备，把那一片的案子材料都带着，这
个村办完正好去挨着的村，要提前策划
好路线。我们经常需要住村里，住当事
人家里不合适，所以要和村长、村支书都
先熟悉，要不住也没地方。最长的一次
我们下乡几个村住了7天。

记者：会不会很多熟人来拜托您
断案子时照顾？

徐驰：的确非常多，乡镇上人都很
熟，根据法律规定要回避的我就回
避。多数情况我会给他们解答一些咨
询，做好法律和程序上的解释。也没
少得罪亲戚，我是经常找到庭长说，这
个案子我不办。庭长就知道肯定遇到
需要回避的了。不过最后亲戚也都理
解了，我平时为人他们都清楚，知道不
是傲着不帮忙，是法律有规定没法帮。

记者：听说现在这位庭长出生那
年，正是您进法庭工作那年？

徐驰：的确是。我是 1985年招干
进法院的，在当时的柏林法庭工作，后

来调到蔡家法庭，就一直在法庭
干。他们叫我一声老师，我也把自
己的经验都给他们说，具体经验也
说不上多少，就是开庭说话的一些
方式方法。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婚姻
家庭案子，说话生硬了不行，多用当
地的土话，把双方都说笑了，事情就
解决了。你要说话比较机械的话，
很可能就说得双方又吵起来，庭审
还不好控制。

记者：听说您被评为今年 1 月
“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2
月又荣登“中国好人榜”，在您心里，
好人是什么标准？

徐驰：这个荣誉我还是很看重
的，它代表大家对我过去30多年的
一个认可。我觉得好人要爱岗敬
业，要热爱自己的家乡和同胞。作
为法官，良心很重要，善心是最好的
法律。

“走，找徐驰给评评理去。”在重庆市
江津区蔡家镇，老百姓遇上解决不了的
纠纷，找江津区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
的徐驰法官评理，已不知不觉成为一种
习惯。

黝黑的皮肤，健硕的身体，如果不是
一身法院制服，这个憨厚的中年男子，外
貌与地里的庄稼汉无异。但就是这样一
位众多案件代理人、律师和当事人眼中
的“农民法官”，在32年的职业生涯中，
办结了超过4000件案件。

“别着急，慢慢讲。”法庭上的徐
驰，总是和颜悦色，倾听当事人诉说自
己的家长里短、生活点滴。有时，当事
人话讲完了，气也消了一半，起身便
走：“老徐，该说的都说完啦，我先走
了，家里还有好多活计等着干呢。”“等
等，你们的话说完了，是不是也该听我
说两句哦。”说两句，是徐驰的口头禅，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要开始评
理了。此时的徐驰，依然不缓不急，每
一条，都分析得丝丝入扣，听得双方当

事人频频点头：“老徐，你说得对头，这
事儿该怎么办，都听你的。”一桩棘手
的民间纠纷，就这样被徐驰庖丁解牛
般消弭于无形，双方握手言和。

《孙子兵法》有云：善守者，藏于九
地之下。自1985年到法院参加工作，
从满头青丝到双鬓白发，徐驰用那掌
心化雪般的温暖，化解着百姓的心结，
守护着江津南部山区的一方平安，一
天又一天，如重庆常见的黄桷树，一旦
扎根，便不再离开。

徐驰与书记员下乡办案。

徐驰到纠纷田间了解情况。

徐驰对双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 经过调解，双方握手言和，一起土地纠纷顺利调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