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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水源
保护法庭的杨勇，是全院最年轻的入额
法官。提到这件事，杨勇最感激的是他
的庭长、也是他进入法院后一直跟随的

“师父”林蔚盈。对于林蔚盈当选全国
“我最喜爱的好法官”，杨勇评价为“当之
无愧，实至名归”。

杨勇是江西人，2013年大学毕业后
选择到昆明工作，初入职场又来到个陌
生的城市，生活工作都刚刚起步，杨勇一
时间手忙脚乱理不清头绪。“幸好，我遇
到的师父是林庭长。那时候，租房买生
活必需品，一个月工资所剩无几，林老师
知道后，主动和我说：‘小杨，明天我给你
带早点’。”第二天，林蔚盈果然在家里煮
了热腾腾的玉米棒子给杨勇带来。

关心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杨勇能够
迅速从法官助理成长为青年法官，除了
他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庭长林蔚盈的
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派出法庭“跟了”林
老师四五年时间，杨勇对自己的师父在
工作中吃得了苦、受得住气、拍得了板、
扛得住事，既春风化雨又雷厉风行的行
事风格已经了然于心，面对每一桩咨询、
每一起纠纷、每一个案件，林蔚盈都身体
力行地让杨勇学习到如何让法律思维和
乡土风俗相互融合，从哪里入手去做老

百姓的工作，怎样在婆婆妈妈的琐碎纠
纷中坚持法律的引导。杨勇把这些工作
经验和技能称之为“术”，除此之外，他认
为林老师教给他最重要的东西是“道”。
在杨勇眼中，林蔚盈是个有大爱的人。

地处昆明市的水源保护地，水源保护
法庭是盘龙法院最边远、最艰苦、最晚成
立的法庭，辖区都是山区，面积广阔，经济
落后，居民分散，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后，诸
多事项没有理顺，给法庭开展工作带来了

一系列的麻烦。“距离远，琐事多，责任大，
交通又不便。她每天都能够热情洋溢地
投入工作，胸中没有大爱是坚持不了的。”

去年 9 月，盘龙法院开展法官入额
遴选工作。杨勇内心非常渴望报名参加
考试，又担心自己资历尚浅，能力不足。
他把自己矛盾的心思透露给了林蔚盈，
林蔚盈鼓励他去试一试。看到杨勇还在
踌躇游移，而报名时间马上就要截止，林
蔚盈马上行动：“我帮你去报名，你好好
准备考试，别的不用多想。”就这样，在林
蔚盈的鼓励和鞭策下，杨勇一鼓作气，最
终成为全院最年轻的入额法官。

在丈夫傅轶讯眼中，林蔚盈是贤妻、
“虎妈”和好媳妇。老傅和林蔚盈是云南
大学法律系同班同学，当年老傅是班长，
林蔚盈是班花，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人
走到了一起。1989年毕业后，两人分别
进入法院和检察院，如今老傅担任昆明
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夫妻两
人在工作上可谓齐头并进、志同道合。

因为工作关系，老傅曾经常年不在
家，他觉得亏欠林蔚盈母子很多。“生活
中有许多艰难的时刻，我都没能够陪在
她身边。”直到2012年10月，组织上把老
傅交流回昆明市主城区工作，夫妻俩才
算真正团圆。可是，老傅年迈的母亲患
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病情加重，生活不能
自理，“无论她有多忙，每个周末她都陪
在母亲身边，替母亲擦拭身体、换洗床
褥、亲自喂饭，直到母亲去世。”在老傅眼
中，她是无可挑剔的好妻子。

如今，他们的儿子已长大成人，进入
大学。受父母的影响，孩子选择的也是
法律专业，希望日后能够继承父母的衣
钵，成为法律行业中的新鲜血液。

“崔法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武
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的士官赵亮 （化
名），说起全国“我最喜爱的好法官”
崔玉芳帮助他与父母重新和好的事，
至今难忘。他记得，入伍第二年的春
节前夕，连队官兵们正兴高采烈准备
迎接新年的到来，一片欢天喜地的氛
围，而他的心却如室外气温那样冰
凉。因为父母正在闹离婚，当时，他
心灰意冷，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脑
子里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天下
午，崔玉芳来上法治课，看到崔玉芳
阳光的笑容，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
信赖感。趁着崔玉芳吃晚饭的时候，
他跑到招待所，在崔玉芳房间门下塞
了一张纸条，写着“心中隐忧，速到
操场见。”没过多久，就看到崔玉芳来
到操场，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
来，内心的苦恼全都倾诉给崔玉芳。
如今这事已过去5年多时间，当时的场
景至今历历在目。后来，在崔玉芳的
帮助下，他的父母和好了，他也一门
心思在部队练本领，在几次重大活动
中表现突出，顺利留队转为士官。

“玉芳身上有股执着的劲，看中的
事她一定会做到”，武警陕西总队宝鸡
支队政委陈海江这样谈起爱人崔玉
芳。他与崔玉芳结婚12年，因他之前

工作在南疆和田，今年年初调到宝鸡，
结婚之后长期两地分居。面对孩子年
幼、老人体弱多病等家庭实际困难，他
一点忙也帮不上，都靠崔玉芳主动扛起
家庭的重担，还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有声
有色。记得去年崔玉芳到千里之外的东
部战区报到前，他和崔玉芳说：“刚到新

单位，安安心心把工作做好就行”，没想
到不到一个月，崔玉芳就告诉他准备报
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后流动
站，他赶忙劝阻，不希望崔玉芳太辛苦。
可崔玉芳决心已定，感到自己虽然是武
装冲突法的博士研究生，可与部队的实
战需求差距较大，不再充实自己，怎么

能为打仗服务？出乎陈海江的意料，经过
考试，崔玉芳被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了。到
现在，崔玉芳到战区工作已经一年多的
时间，4 个课题的研究成果获得上级的
认可，儿子也顺利转学。陈海江说，家里
真是多亏了崔玉芳这个顶梁柱。

“小崔不仅仅是一名军事法官，还
是一名献身主战的忠实实践者。”谈起
崔玉芳，东部战区军事法院院长蒋柳清
由衷赞道。崔玉芳能成为“我最喜爱的
好法官”，经历了一个不断挑战极限、
化蛹成蝶的历练。到战区工作不久，考
虑到崔玉芳一直在武警部队工作，对战
区部队不了解，为了让她了解熟悉战区
部队，蒋柳清让崔玉芳到部队见习锻炼
一个月。当时崔玉芳正在办儿子转学的
事，蒋柳清以为她会有想法，想不到她
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出发。去年下半
年，战区进行联合指挥演练，崔玉芳主
动请缨要求参加，作为指控中心唯一一
名女同志，与男同志一道，吃住在坑
道，一日三餐吃盒饭，男女共用1个沐
浴间，平均4天洗1次澡。特别在演练
关键阶段，4 天 4 夜 96 小时连贯实施，
随时接受首长咨询、临机释法、处置特
情，为演练及时提供法律意见。在复盘
阶段，崔玉芳本可以不参加，但她主动
又要求坚持到复盘结束。回到法院后，
崔玉芳脸上有长期不见阳光的惨白，人
也消瘦了一大圈。

“玫瑰铿锵，迎着战争的风浪，以
法律为利刃，为国家利益护航。”全国

“我最喜爱的好法官”颁奖晚会上，组
委会给崔玉芳的颁奖词让人心潮澎湃。
面对荣誉，她始终保持对军法事业的那
份执着，努力扛起那份责任、使命与担
当。

对古丽米热·阿布力孜的母亲阿依霞而言，
小女儿古丽米热是最让她放心，也最让她揪心的
孩子。

对于古丽米热近期当选全国“我最喜爱的好
法官”，阿依霞比古丽米热还要高兴，“当时眼泪
都流出来了。”阿依霞知道，这是对古丽米热工
作的肯定，也是对女儿无数个伏案不眠夜晚的认
可。

说到放心，是古丽米热从小成绩好，从小学
起一路跳级，上大学时才 16 岁。从读书到工
作，古丽米热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她以前从来不会做饭，现在做饭又快又
好。”谈到女儿的转变，阿依霞有些心疼。自从
丈夫离世后，阿依霞一直与古丽米热共同居住，
阿依霞罹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行走、劳动
都很痛苦，古丽米热从此学会了做饭。

“虽然工作很忙，她还是每天早起给我做
饭，喂我吃药。”阿依霞告诉记者，只要中午来
得及，古丽米热就会回家给她做饭，然后匆匆赶
回法院继续开庭。

前不久，刚刚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参加
全国法院劳模专家代表座谈会归来的古丽米热，
一下飞机第一时间就是回家做饭给母亲吃。“女
儿对我是真的好，她也是真的不容易，吃了很多
苦。”阿依霞说。

阿依霞不知道的是，古丽米热工作时每天要
开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庭，忙起来连水都忘记喝。
古丽米热是为数不多能够熟练运用维、汉双语起
草判决的法官。天山区法院处于乌鲁木齐老城区
中心，承担着全市法院50%的民语案件和70%的
双语案件。2007 年以来，每年她受理的案件均
在400件以上。

“工作上的事情她从来不提，也不让我问。”
阿依霞说。但阿依霞知道，女儿不断拿回家的各
种奖状证明着她的优秀。谈起女儿的成绩，阿依
霞如数家珍：她在天山区法院工作的 18 年间，
从 2001 年起就连续成为先进；从 2007 年开始，
更是每一年都获得市级以上的各种表彰奖励。

但这个女儿也时常令她揪心。“古丽米热身
体不好，让她去医院，她也不听，总说自己忙，
有病就拖着，结果拖出了大问题。”阿依霞抱怨
道。

从前年开始，古丽米热的双腿时常浮肿，只
能穿着运动鞋奔赴调解、送达的现场，她自己也
不以为意，终于在一次病发的疼痛中被同事送往
医院。在医院，古丽米热被查出了严重的尿路结
石。“再不让她住院就有可能死亡或者休克。”这
是医生对古丽米热同事的告诫，但在疼痛减轻
后，古丽米热又回到了法庭上。

对女儿的病痛，阿依霞心疼不已：“自己也帮不上她，她实在辛苦。”
“有一段时间她回来得很晚，经常半夜两点多到家。她也会说：‘妈妈我累

呀’，但转身就又去工作了。没有办法，谁让女儿是法官，案子是办不完的。”
阿依霞说。

对于女儿选择的这条法官之路，阿依霞很赞同：“我和她的爸爸都是老党
员，在3个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都期待他们成长为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古丽在维吾尔族语中的意思是“花朵”，在阿依霞心里，古丽米热仍然是
自己花朵一般的小女儿。至于得到了“好法官”这个荣誉，只是因为这朵花儿
开在了最适合她绽放的土壤上。

古丽米热·阿布力孜正在开展调解工作。 汪 欢 摄

他 们 眼 中 的 林 法 官
——记云南昆明市盘龙区法院水源保护法庭庭长林蔚盈

本报记者 茶 莹 本报通讯员 鲁思言

军中红玫瑰 沙场展英姿
——记东部战区军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崔玉芳

刘 华

林蔚盈回访当事人。 赵 赢 摄

崔玉芳向士兵讲解法律知识。 王冠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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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爱的好法官—— 你讲我听：好法官 好故事

本报讯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之际，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原创的“法治信仰”系列MV制作
完成，通过歌声和镜头，讲述廊坊法
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信念，
表现了他们恪尽职守，忠于职责，忠
于法律，忠于信仰，无私奉献的动人
故事，表达了新时期廊坊法官对法律
信仰的追求和对法治信仰的热爱。

该院根据自身的工作沉淀和积
累，以对法官职业的热爱和敬仰为主
题，经过艰苦创作，完成了《信仰》

《法徽上的天平国徽上的星》《法官》
和《谁说往事如风》四首歌曲，并于

近期加班加点，赶制完成了MV作品
的拍摄、制作。今年以来，廊坊中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政治部主任
徐家新关于“大力加强和繁荣法院文
艺创作、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法治文
艺精品”的要求，大力宣传廊坊法院
通过审判执行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新举措，充分展示了廊坊法
院过硬队伍建设的显著成果和廊坊法
官忠诚、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
象。

（高占国 郝军生）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河北廊坊中院推出原创MV向十九大献礼

⇨⇨上接第一版
为了打造好这块司法为民的优质品

牌，周欣领衔工作室，集结起上海一中
院各审判条线与综合部门的青年干警组
成“周欣法官工作室”志愿者队伍，同
时与上海市知名的浦东新区“红梅调解
工作室”、长宁区“雅玉党群工作事务
所”、华东政法大学“刘宪权法律服务
创新工作室”进行“室所联建”，共同
搭建青年干警群众工作能力培养、重大
涉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法治宣传等多
个一体化平台，凝聚各方力量为人民群
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深受人民群众
欢迎与好评。

一年多来，工作室妥善处理包括涉
诉信访矛盾在内的各类来信来访来电
600余人次，并推动成功化解数起信访
老案；组织全院120余名青年法官、法
官助理参与“青年法官信访志愿服务
岗”轮岗接待420余人次；组织各类法
治宣传、法律咨询、专题讲课、公众开
放日活动等 20 余次，服务人民群众
1000余人次。

工作室还在上海一中院微信公众号
上开辟“欣法官在线”栏目，至今已推
出关系百姓民生的系列法律问答 40 余
期，收获大量“欣粉”。

“周欣是新时期法官的代表，而

‘周欣法官工作室’就是要成为法院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突出品牌。”上海
一中院院长陈立斌说。

在司法改革的每一次践行中
体现对法治的追求

身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时
代，周欣同她所在的法官群体一起见证

改革、亲历改革、践行改革，切身感受
到了司法改革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带
来的巨大成效，感受到了司法改革带给
法官的前所未有的光荣、信心与责任。

“法官审判主体地位的凸显、审判
权运行机制的转变，其实也在有效倒逼
我们法官不断学习。面对经济飞速发
展、各种新类型疑难案件不断涌现的新
形势，需要我们法官与时俱进地关注、

钻研审判前沿与理论前沿问题，不断
提升与依法独立审判相匹配的司法工
作能力。与此同时，改革还促使我们
法官立足审判实践，勇于探索尝试改
革新举措，包括促使我们紧紧拥抱新
科技，通过对审判辅助智能系统的建
设与应用，不断提高审判质效。”谈
到改革成效，周欣感受很深。

周欣所在的上海一中院素有改革
创新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大潮中，积极
推进各项司法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并
开展了一系列司法改革配套创新工
作，如开发并推广运用合议庭评议音
字转换智能系统，全面促进评议规范

化；出台《大案要案管理办法（试行）》，
研究开发大案要案管理系统，加强对
大案要案的规范管理；以上海社科院
对该院开展的全国法院首次司法公信
力第三方评估工作为契机，推进司法
公信力评估与短板治理工作；开展自
贸区司法服务保障改革探索，制定涉
自贸区案件《审判指引》，连续四年举
办四届自贸区司法论坛，连续两年发
布《自贸区司法保障白皮书》；推进案
件繁简分流，组建诉调对接中心，与多
家机构签署委托调解合作协议，健全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商
事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等等。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一起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纠纷。

“以前没有设立第三巡回法庭的时
候，我代理的案子要到北京，光是路上
来回至少要两天时间。可是，这个案
子，你能想象吗？只需要20分钟。”上
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扬律师激动地表
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带给百姓的
便利可见一斑。

不仅将最高人民法院开到家门口，
还打通司法服务人民群众“最后一公
里”，彻底实现畅通涉诉信访渠道、便利
当事人申诉立案、节约诉讼成本。今年6
月13日，第三巡回法庭在福建省试点实
现跨域立案受理工作，在巡回区各级法
院共同努力下，至7月20日三巡跨域立
案工作已实现巡回区5省市的全覆盖。

“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是巡
回法庭的一项重要改革使命，六大巡回
法庭坚持加强巡回审判，深度开展巡回
阅卷、巡回询问、巡回接访、巡回开庭
等，上门调查情况，方便群众诉讼。

其中，第二巡回法庭广泛设立巡回
点，目前已开展巡回审判百余次，就地
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

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勇当先行者，深耕试验田。巡回法
庭的法官们踏着改革的春风，蹄疾步
稳，砥砺前行。

“我是被巡回法庭‘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的主审法官责任制
吸引过来的。这种新型的审判权运行机
制赋予主审法官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权
利，同时责任也更大，权利和责任都可
以得到落实。”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郭修江说。

主审法官责任制是巡回法庭改革的
一大亮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实行新的
审判权运行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负责’得到了彻底地贯彻落
实。”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表示。

为了给司法改革提供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和措施，巡回法庭的法官
们从未停下探索和创新的脚步。

——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
负责”，第一巡回法庭建立了类案参考、
裁判文书交叉检验等制度，第二巡回法
庭探索建立了主审法官会议等制度，促
进裁判尺度的统一，确保办案质量。

——积极构建与律师的良性互动关
系，第一巡回法庭为律师履职提供便
利，设立律师志愿服务岗，探索律师参
与涉诉信访纠纷化解的新机制。

——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权利，
第二巡回法庭在接待当事人和庭审中实
行“坚持最后一问”的做法。

司法改革“试验田”“排头兵”的
示范作用在这些改革措施中得以体现，
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正是司法体
制改革的重要成果。

路漫漫其修远兮，新成立的三巡、
四巡、五巡、六巡将这些成果播种扩
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同时，也在

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推进改革，努力探
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司法
改革经验。

——第三巡回法庭王展飞审判团队
已承担起集中审理环境资源民事、行
政、刑事三类案件的任务，初步形成环
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为专
业化审判团队的构建积累了经验。

——第四巡回法庭专门制定了《办
案地域回避规定》，明确提出：法官不
办“老家案”，在诉讼法规定的回避情
形中，并没有地域回避。这是一项独具
特色的创新。

——第五巡回法庭“每月一讲”视
频讲座分别以行政案件、建筑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金融类纠纷审理为题，面向
巡回区三级法院开展每月一次的集中学
习培训，以期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审判
水平。

——第六巡回法庭主办“一带一
路”法治大讲堂，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尽心尽责 锐意进取 争当法治建设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