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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9 日，吉林省长春市。
天空碧蓝如洗，几朵白云飘浮在空中，悠
悠俯瞰着大地。

刘爽一手拎着水果，一手拎着新鲜
欲滴的蔬菜，匆匆地往家走着。精致的
黑色高跟鞋把她衬得更加苗条高挑。

这是“五一”放假的第一天，就像每
一个周六一样，洗菜、切菜……刘爽一边
麻利地准备着一家人的饭菜，一边用抹
布把滴落在橱柜上的水渍油渍清理得干
干净净。

“老郑，别磨蹭了；潇潇，赶紧吃饭，
吃完饭咱们去松原看你姥姥。妈妈买了
姥姥最爱吃的水果。”不一会儿，一桌饭
菜端上了桌，刘爽催促着丈夫郑逢春和
儿子郑潇。

当事人：长大了，我也要
当刘阿姨那样的法官

2015 年 10 月，秋高气爽，微风中夹
杂着几丝寒意，同样碧蓝如洗的天空，朵
朵白云游弋。张小晴却没有欣赏风景的
心情，此刻，她正心急如焚。

接到邻居的电话，她脱下工服就冲
了出去。她的脑海一片混乱，耳边不停
地回响着邻居的声音：“你老公六个月前
走了……你嫂子占了你家……已经很久
没有看见你女儿玲玲了……”“已经很久
没有看见你女儿玲玲了……”这声音一
遍又一遍回响在她耳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玲玲现在在哪
儿？一连串的问题让张小晴不知所措，
眼泪像止不住的水龙头，顺着脸颊滑落。

张小晴一口气跑到长途汽车站，买
了最近一班回长春的车票。

回到家，一切已经变了模样。防盗门
紧紧地把她锁在门外。张小晴拼命地敲
打房门。内门开了，二嫂隔着防盗门冰冷
的铁栅栏没好气地说：“敲什么敲？你和
这个家早就没关系了，还回来干什么？”

“老李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房子
是我和老李买的，你为什么在这里？玲
玲呢？你们把玲玲弄哪儿去了？”

“你们俩早就离婚了，这房子早跟你
没关系了，现在三弟不在了，房子就是爸
妈的，我来照顾爸妈给他们养老送终，这
房子将来就是我儿子、他们孙子的。你
们家丫头不是李家的人，我已经把她送
人了，你以后也甭来了！”

“送人了！”这一声如晴天霹雳。
“他死了，房子也是玲玲的，这是我们
早就说好的！玲玲呢？玲玲人呢？还我
玲玲……”张小晴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震
惊了整个楼道。

在邻居的帮助下，张小晴辗转在山
东乡下找到了女儿玲玲。

见到又黑又瘦的女儿，两人抱头痛
哭。

孩子找到了，总得有个家呀。当初
离婚时，为了玲玲，张小晴放弃了房产份
额，房屋落在前夫一人名下。两人约定，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这房子都要留给玲
玲。张小晴净身出户到外地打工去了。

没想到，离婚刚半年，前夫老李就病
逝了，更没想到寡居多年的二嫂会把房
子霸占。

“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每
次去要房子都被他们母子给打出来。我
们老爷子（张小晴的公公）也看不过去，
刚帮我们说几句话，就被他们母子俩骂
回去。”张小晴说，“如果不是实在没办
法，谁愿意去法院，尤其是我们这种没钱
也没势的人。”

2016年4月，张小晴万般无奈，来到
了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承办她案件
的，正是当时还在民一庭的法官刘爽。

“第一次见她，感觉很亲切。她特别
耐心地听我说我的委屈，还安慰我。”张
小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
泪，“她跟我说‘别哭，有法律在，法律会
保护你的权益。是你的就是你的，谁也
抢不走，法律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我当时还担心，二嫂家有人。我这
没钱没势的，法律能保护我吗？”张小晴
回忆，“刘法官跟我说的话让我暖到了心
里，她的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她跟我
说，‘什么叫法律？什么是法院？法院不
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开的，法律是公正的，
法院对有钱没钱、有势没势的人都一
样。你要相信法院，相信法律！’”

“刘法官的话让我看到了希望。”
刘爽没有食言。为了查清案件，她

跑房管局调查房屋登记信息，找张小晴
的公公了解情况，还跑到张小晴的小区
探访邻居，了解房屋归属以及张小晴前
夫的遗嘱情况。

好心的邻居悄悄告诉张小晴：“法官
来了，你遇到好人了，这个法官是个为老
百姓伸张正义的人，能给你讨回公道。”
张小晴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

经过一番耐心调查，事实终于水落
石出。最终判决房屋归张小晴的女儿玲
玲所有。

“案子结了，小晴的女儿跑到我家说，
‘阿姨，刘法官是好人。她为我们伸张正
义，夺回了房子，我想谢谢她。我要好好
学习，长大了也当法官，要做一个刘法官
那样的法官。’”张小晴的邻居王红说。

“孩子可懂事了，学习很用功。她总
跟我说，刘法官是她的偶像，她将来要当
法官，要做一个刘法官那样的人。”张小
晴说，“通过我的案子，通过刘法官，我相
信法律是公正的，法院是咱老百姓说理
的地方，有事还得找法官，还得靠法律。”

律师：她让不信任法律的
当事人信任法院

“潇潇，吃完饭把桌子收了，碗洗
了。妈妈擦完地咱们就出发。看完你姥
回来，妈妈还有个判决要写，咱们得抓紧
时间。”刘爽蹲着用抹布一点一点把客厅
的地板擦得锃亮。

郑潇站起身，把碗拿到厨房。刚打开
水龙头，便听见妈妈喊：“潇，快过来，扶妈

妈一把，妈妈起不来了。”
郑潇放下碗，走出厨房，看见母亲坐

在地上，斜靠在沙发旁。
“妈，您怎么了？”郑潇紧走几步，扶

起刘爽。
“我头晕、腿麻、鼻梁骨疼。不太好，

恐怕是脑出血，快送我去医院。”
郑潇叫来父亲，两人架着刘爽，把她

扶上了车。
“确实是脑出血，具体情况还要做进

一步检查。”医生给了明确的诊断。
“潇潇，把电话给妈妈。”刘爽用微弱

的声音说。
“妈，我在医院，是脑出血，情况不太

好，如果我不行了，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潇
潇和老郑……”电话是打给刘爽母亲的。

“不好，又有出血。第三颅室充血、
第四颅室充血……病人昏迷，没有自主
呼吸了，抢救！”

刘爽被推进了 ICU。

听说刘爽病了，钧诺律师事务所主
任李华桦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想为刘爽
做点什么，却被大夫拦在了门外。

“刘爽是个好法官，也是我最敬重的
人。”李华桦的声音哽咽了。

几年前，李华桦代理过一个案子。
房产公司拖欠 100 多名老人的拆迁款，
并以各种方式转移资产。老人们多次上
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我是这起执行案件代理人。”李华
桦说，“经过多方查证，我们刚刚找到了
房产公司的财产线索。大连的一家公司
就起诉了该房产公司债务纠纷。这明显
是一起虚假诉讼。如果大连公司胜诉，
老人们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拆迁款又要
泡汤了。大家非常着急，担心两家公司
联合，损害拆迁户利益。”

多年上访，许多老人并不相信法
律。他们担心财大气粗的房产公司买通
法官，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处理。于是，老
人们来到法院，将当时的民一庭庭长团
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要讨个说法。

“这个案子是我审的，我是主审法
官，有什么问题问我吧。”刘爽一声大喊，
人群向她涌了过去。

“你们法院是不是收了房产公司的
钱？案子你打算怎么判？”

“我们要看案卷，今天必须给我们个
说法，不然我们就不走了！”

“对，不走了！”
老人们情绪激动。

“大家听我说，你们不是案件的当事
人，按照规定是不能看卷的。你们要相
信法律，相信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你打算怎么判？”
“判决结果是审判机密，现在还不能

告诉你们。在判决作出前，连院长也不
能知道结果，这是审判纪律。你们要相
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们有疑虑可以
派代表旁听庭审……”刘爽的一番话有
理有节。老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

“其实她本可以不理这些老人，她只
要说‘你们不是我案件任何一方当事人，
你们无权看卷，我也没有必要接待你
们’。可是她却特别耐心地跟老人们解
释。”李华桦说，“后来，刘爽很快就查明
真相，公正地处理了这件案子，驳回了原
告的起诉。”

“真有青天大老爷呀！”70多岁的老
大爷说。

“通过这件案子，法院的公信力树起
来了。老百姓对法院的信任建立起来
了，这一点很重要。”李华桦说，“之前不
信任法律的当事人也信任法院了。其中
有一个当事人有一起债务纠纷一直没起
诉。他认为自己没钱没权，起诉也没
用。这起案件之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
法院是公正的，后来也去法院起诉了。”

“刘爽是用实际行动，通过细微的事
情维护法律的尊严。”李华桦说，“不仅如
此，她还总能读懂当事人的心理，能够说
出当事人的委屈。她总是跟当事人说‘我
特别理解你，你很委屈，你委屈在……’然
后再跟当事人说理。她把姿态放得很低
很低，才能走进当事人心里。”

“有一次我找她取传票。看到一
个老太太坐在旁边办公室的地上，好
像是在等她的法官。刘爽知道了，就
把老太太叫进自己办公室。听老太太
絮叨了很久。”李华桦说，“这老太太我
碰到了三四次，每次刘爽都很耐心地
听她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
刘爽‘又不是你的当事人，你那么忙，
理她干吗’？刘爽笑了笑说‘她有心
结，我帮她解开就没事了’。后来，她
真的把老太太心结解开了。”

“很多人不认为有这样的人、这样
的法官存在，可是我是真真实实地看
到了。她不拿你一分钱，不吃你一顿
饭，却懂得付出，懂得为当事人考虑。”

同事：她鼓励我们，中国
法治会越来越好

“嘀嘀……嘀嘀……”ICU病房的
生命体征监控器轻轻地呻吟着。病床
上，已经昏迷了5天的刘爽，身上插满
了管子。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注入
她的体内，维持着她最后一丝气息。

窗外，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
低得让人喘不过气。小雨噼噼啪啪打
在窗上。郑潇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

“这不是真的，真不是真的……”
郑潇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咱们说好
的一起去看姥姥……”

“家属，快去准备衣服吧，晚了就穿
不上了。”医生委婉地宣布了“判决”。

“轰”的一声惊雷，郑潇瘫坐在地
上。

2016年10月，也是这样一个阴沉
的雨天，刘爽吃完晚饭正在电脑前写
判决，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

“今天你妈妈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情况不好，大夫说是胰腺癌……”父亲
电话还没说完，一向坚强的刘爽就已
泣不成声。

“那段时间，总看到我妈对着窗外
发呆，有时候还喃喃地说‘你姥最喜欢
春暖花开了，可惜她很可能等不到再
看一眼她喜欢的花草了。’”郑潇说。

刘爽一直想把母亲接到身边照
顾，可是老人年纪大了晕车，大夫也坚
决反对她长途跋涉，怕影响病情。不
得已刘爽把母亲托付给弟弟妹妹照
顾。她和儿子、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
松原老家看望老人。她想尽可能地多
陪陪母亲。可她宁愿来回奔波也没有
请过一天假，没有因此影响工作。

“那一天，我们本来是要去看姥姥
的……”郑潇低着头呢喃。

“刘姐每天中午都会给她母亲打
电话。”审监庭助理审判员刘浩说，“我
就看到过好几次，每次一打就是半个
多小时。问问母亲吃饭怎么样，鼓励
她母亲积极配合治疗。”

“法官开庭不能接电话。有一次，
开完庭回来，刘姐看到手机有好几个
她父亲的电话，当时脸色就变了。赶
紧回拨过去，一边还低声说着‘不会是
出什么事了吧’？电话一通，就听见她
特别焦急地问：‘妈怎么样了？’电话那
头说没事，她才松了口气。”刘浩说，

“她当时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同样的
事我也经历过。”

知道刘浩工作忙，他的母亲平时
很少给他打电话。一次开完庭回来，
看到母亲的未接电话，回拨过去，电话
那头传来的却是刘浩姥姥的死讯。连
最后一眼他都没能看到。

“我心里当然难受，对至亲的这种
遗憾是一辈子的，但凡是有一点办法，
谁也不想。”刘浩说，“可是真的为了这
些放弃工作吗？每个法官手上都有那
么多案子，哪个案子不需要及时办理？”

“上学的时候总觉得什么案子 6
个月还办不完？现在才知道，法官不
是办完一个案子才收下一个的，往往

是手上同时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案子
等着，这种压力，进了法院才体会到。”

“但是，我觉得值得。刘姐常说，
‘做法官要对得起学了多年的法律专
业，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不忘初心’。”

“立案登记制之后，我们收案数量
增长了一倍，员额制之后，法官数量却减
少了一半，办案压力太大了，每天都得加
班加点。”审监庭助理审判员王丛强说，

“作为庭室负责人，刘姐本可以办理70%
指标的案件就完成任务了，为了减少我
们年轻人的压力，她主动按100%收案。
这样我们每人每年可以少办几十件案
子。她把压力留给了自己。她每年的结
案率都排在院里前5名。”

“有时压力太大也会想，这么拼命
到底图什么？可看看刘姐，每天下班，
我们加完班走了，她还在电脑前打判决
加班，都快退休了还跟我们一样加班加
点，我们有什么坚持不了的？”王丛强
说，“刘姐经常鼓励我‘改革期压力大，
但这只是个阵痛期，中国的法治会越来
越好的，法官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我相信，即使知道结果，刘姐还
会这么拼命，因为这就是她。”

“她实在是太累了，没有一天不加
班的。”刘爽的丈夫郑逢春实在看不过
去，还曾背着刘爽找过院领导，希望能
对刘爽这个“老同志”照顾照顾，少分
点案子。

刘爽知道后和丈夫大吵一架：“案
子那么多，我少办了，别人就得多办，
你怎么还好意思去跟领导提？”

郑潇：她教导我，不要因
一己私利背叛自己的信仰

雨依然密密匝匝地下着，刘爽床
前的监控器上，显示出一条长长的绿
色横线。

5月4日晚上8时43分，刘爽安静
地走了。这一天，距她53岁生日还有
1个月。

“这么好的人，怎么能说走就走
了？好人咋不长寿呢？”张小晴哭了。

“‘刘法官走了？是审我案子的那
个刘法官吗？’那天晚上，很晚了，我办
理的一个案子的当事人打电话问我。”
李华桦说，“我告诉她，是的，刘法官走
了。电话那头，她失声痛哭。”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郑潇说，“母亲那么善良，从小，每次见到
乞丐就会给我一些零钱让我给他们。长
大后我告诉母亲那些都是骗人的。母亲
说，‘我知道他们是职业的，我只是想让
你对弱势者存有一颗怜悯心。”

“那年冬天，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来
到法庭起诉儿子不尽赡养义务。妈妈
听他诉苦，听了很久。临走时，看见老
人被冻裂的双手，就把买给爸爸的新
手套送给了他。开庭那天，她还把我
爸爸的一件羽绒服带给老人。”郑潇
说，“我考上吉林大学法学院后，妈妈
总是告诫我，‘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应该
有法律信仰，不要因物质因素或一己
私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法律知识是
可以后天学习的，法律信仰却是要深
入内心的。如果没有信仰，学再多法
律知识只会危害社会，不要让你的法
律知识成为恶法。’”

“做儿子，没有一个人希望会是这
样的结果，如果有可能，我宁愿她什么
都不干，只要她能好好活着。”郑潇低
声地说。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有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听说有位大
师会移山大法。一天，有人找到这位大
师，求他表演一下。大师在一座山的对
面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跑到山的另一
面，然后说表演完毕。众人大惑不解，
大师微微一笑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
什么移山大法，唯一能够移动山的方法
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这是刘爽写
在办案笔记扉页上的话。

30年前，刘爽从统计局调入法院。对

于这个学统计学的“门外汉”来说，一切
都要重新开始。为尽快适应新的工作，
刘爽每天晚上在台灯下读读写写、勾
勾画画。凭着一股子钻劲，她成为全市
第一批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法官之一。

法律条文烂熟于心，法言法语融
会贯通，审理案件，刘爽胸有成竹。可
是实际办案，刘爽发现“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当事人心里根本没有
那些条条框框，他们有的只是满肚子
的委屈，他们认的，只是老百姓的人情

道理。经过实践中的摸索与思考，刘
爽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倾听，耐
心倾听，她让当事人先把一肚子委屈
倒出来，然后她再把法律规定掰开了
揉碎了，一点一点“喂”给当事人。“她
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然后走进当事
人心里。”李华桦说。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当我们无
法改变现实时，就只能改变和调整自
己。刘爽就是这样，不断调整自己，寻
找定分止争的最好方式。

5月4日晚8时43分，那个悲伤的
雨夜，您，我最最亲爱的母亲，永远地
离开了我，离开了您所热爱的审判事
业和挚爱的亲人。

您还记得吗？少年时期的我贪玩
怠于学业，成绩一直不好。您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除了每天不厌其烦地向
我讲述人生的道理，便是陪我参加各
种课外补习班。为了培养我良好的学
习习惯，您身体力行与我订下每晚共

同阅读文学著作的约定。那时每晚，我
们一起大声朗读、探讨读书心得的时光，
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可是，回不去
了，再也回不去了。

您的苦心，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让
我一生受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您工作
那么忙、那么累，并不知道，每晚我入睡后，
您又回到书房加班写判决。您在最忙碌的
日子里，也从没有忽略过对我的关爱。

从小到大，您一直教我做一个善良
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我小时候，
您带着我给一个孩子买新衣服、新鞋
子。当时我们家里并不宽裕，您把家里
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给我补课、买书上，
平时我都很少有那么好的新衣服穿。我
没好气地问您买给谁的。您告诉我，您
办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小男孩在鱼塘里
溺水死了。他的爸爸妈妈很穷，孩子马

上就要走了，连件新衣服都没有，太可怜
了。您告诉我，这世上有很多人生活得
非常艰苦，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要尽可
能地为那些困难的人提供帮助。

那天，男孩的父母拿到新衣，流着眼
泪给您跪了下来。那一刻，深深地触动
了我。您用自己的行动在我幼小的心里
埋下了善良的种子。

您对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的成绩

一点点提了上来，终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入学的第一
天，您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一名合格的
法律人并不在于他毕业于什么名校，
而在于他心存对法律的信仰，永远不
要为一己私利背叛自己的信仰。您的
话，我会终生铭记。

去年10月，姥姥查出胰腺癌晚期，
那晚，您哭了整整一夜。那段艰难的时

光里，您带着我奔波于各个医院。您
加入了各种癌症病友群，了解最新的
治疗、止痛方法，为姥姥减轻病痛。

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您在姥姥
病床前尽一切可能为姥姥尽孝。您
为我作出了表率，可是，您却没有给
我好好尽尽孝心的机会。

“子欲养而亲不在”，您走得那
么安静、那么匆忙。留给我难以承
受的悲痛和遗憾。

母亲，您养育我的恩德此生难
以回报，我会谨遵您的教诲，做一个
像您一样善良的人，一个像您一样
坚守法治信仰的法律人。

□ 口述：郑 潇
整理：陈 冰 王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