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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上铁
法院）面对的是推进司法改革和加快融
合发展的新要求，要承担起改革任务，
首先要激发干警进取担当的精神状态
和理念。为此，我们在队伍建设方面下
了大力气，开展了学习邹碧华精神、“三
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专题系列学习
教育活动，力求针对性、力求实效。从
效果看，达到了引发干警思想共鸣，内
化于心，队伍精神面貌更加振奋的实
效。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院长 俞秋玮

陈雷：
法院发展离不开干警良好

成长氛围

自 2015 年 7 月由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调入上铁法院担任政治部负责人
起，陈雷这位曾经的高院干部科科长就
被不少同事认为能力绰绰有余，然而陈
雷心里清楚，这份重任的压力。

陈雷先后在上海高院刑庭、民四
庭、政治部等部门工作过，跨度大、挑战
强的工作经历让她养成了认真严谨、履
职尽责的工作作风。可是自从到了上
铁法院，她发现以往的工作经验几乎都
要归零，一切都要从头干起。

上铁法院的发展不同于上海其他
地方法院，从2009年改制启动到2012年
脱离铁路局管理、纳入上海地方法院系
统管理，再到陈雷上任已经有 6 个年
头。随着“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成跨行
政区划法院”改革方向落地，上铁法院
案件数量大幅提升，机构改革和人员改
革随之而来，不仅增加了 8个专业化审
判部门，而且政法人员编制和辅助人员
编制调整幅度也很大。一家在上海法
院中案件和团队体量都不起眼的基层
法院，一下子被推到了司法改革前沿。
但上铁法院面临的困难远不止编制、机
构配套设置等问题，单从队伍建设来
说，就令人很头疼，人事职级因转制冻
结的原因一直处于暂停，岗位缺乏吸引
力，骨干力量断层，队伍缺员严重，后续
发展困难重重。

每到一个新岗位，陈雷对自己的要
求是，争取6个月熟悉业务，一年内面上
工作上手。可上铁法院面对跨行政区
划行政、刑事、民商事等案件集中管辖
的重任，没有过多时间准备，许多工作
必须说干就干。除传统的上海市轨道
交通运营区域内发生的一审行政案件
及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一审行政
案件外，上铁法院于 2016年 7月开始行
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依法管
辖原由静安、虹口、普陀、长宁区人民法
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2016年9月26
日，全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由
上铁法院集中管辖。2017 年 5 月 1 日，
上铁法院又经历了民商事案件集中管
辖改革任务落地，原徐汇、黄浦、杨浦、
闵行四区环资、食药、破产、大交通领域
货物运输等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上铁法

院集中管辖。
由于案件急剧增加，短时间内上铁

法院汇聚了来自全市 9家法院的干警，
仅行政四个审判庭就有来自静安、虹口、
普陀、长宁四区 28名新成员加入，占到
原来全院人数的60%。如何根据四个行
政审判庭的分工，做好庭长和庭室人员
配备，最大程度发挥各自所长？在人员
不足的情况下，怎样整合全院之力做好
跨行政区划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工作？
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没有可供复制和借鉴
的经验和样本，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
在院党组的领导下，陈雷带领政治部同
事，按照“部门人员融合，专业力量整合”
的思路，一遍遍地研究方案，力求达到最
佳效果。

“陈主任，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啊！庭
里任务那么重，一定要给我们补充人手
啦！”管辖改革伊始，陈雷听到最多的就
是这样的话。看着庭长们着急的面容，
她更加焦虑了：审判庭、综合部门、法警
队全线缺员，可是内部没有人员余量，更
不要说调配腾挪的空间。

“改革攻坚时面临的困难，正是考验
我们工作智慧的时候，要充分相信我们
这支团队的力量。”每每此时，陈雷就会
想起院长俞秋玮的这句话。办法总比困
难多，在院党组领导和指导下，政治部一
方面充分评估各部门的工作量，按照人
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精神，
调整优化部门队伍结构，向审判一线倾
斜，确保办案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在上海
高院的支持关心下，加快人员招录引进
的速度，放大改革前沿法院的“磁场效
应”，吸引更多人才共同投身改革。

2017 年 3 月，在上海高院统一布置
下，上铁法院启动面向全市选调行政和
民商事法官工作。选调通知虽然在全市
法院网上作了发布，但陈雷知道“案件集
中易，人员集中难”，对改革发展的不了
解、对上铁法院的不熟悉，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法官们的报名。

在上海高院业务条线的支持下，她
决定主动出击，根据条线推荐的人选名
单，陈雷一个一个拨通电话，介绍上铁改
革发展的情况和对人才加入的愿望，对
每个人都会由衷地说上一句：“这是一片
改革的热土，欢迎大家一起来干事创
业。”经过3个月的努力，来自3个区法院
的4名法官经上海市人大任命成为上铁
法院的一员，集中管辖改革审判队伍力
量得到进一步充实。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刚开
始法官助理、文员等岗位人员的招录，有
时候也会一波三折，要么因对法院不了
解而无人报考，要么有人中途放弃到岗
机会，举棋不定、心态反复、需要不断做
好思想工作的更是常事。

慢慢地，随着上铁法院司法改革的
推进，上铁法院软硬件方面的发展和变
化日新月异，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
响。“筑巢引凤，现在想来上铁法院发展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甚至其他法院的骨
干人才都开始对上铁法院伸出橄榄枝。”

对于这一变化，陈雷由衷地自豪。
暖湿气流交汇的地方，就会有丰沛

的雨水，东西文化碰撞的地方一定会有
灿烂的文明。陈雷坚信，上铁法院的队
伍建设亦是如此，在人员实现新老交替、
多重融合后，定会创造出自己特有的精
气神和凝聚力。

施佳黎：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不要急！”在新电梯保护层的木板
上重重地刻下三个字后，上铁法院时任
基建办主任施佳黎急躁不安的心开始平
缓起来，他深深地呼了几口气，大踏步地
朝会议室走去。

2017年 5月 30日，施佳黎像往常一
样早早来到位于徐汇区石龙路的法院新
址，这是他的工作习惯，每次他都先把所
有场地转一遍，记下有问题或需要改进
的地方，然后与施工方沟通时就可以做
到有的放矢。按照原计划，第二天，上铁
法院要整体搬迁到此。可是，眼前还是
一片大工地的样子，怎么办？

施佳黎自 2011 年开始负责上铁法
院办公室的工作，之前曾在刑庭、执行庭
工作。多个部门的工作经历，培养了施
佳黎做事严谨、思路开阔、组织协调能力
强的综合素质，使他碰到困难时不容易
畏难，凡事讲求方法，使不可能的事情变
为可能。

5月30日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坐在
会议室的施佳黎心情已经平复，他快速
整理着自己的思路，诉讼服务中心、诉调
中心、调解室等主要办案地点都不成问
题，所有设施设备基本到位，部分法庭和
会议室还有收尾工作，但不影响法院审
判工作的整体开展。

这时，所有参与装修的公司负责人、
监理等人员都已到场。基建办与施工各
方一起商量着，发现一个问题及时解决
一个，到了中午 12时的时候，开始逐步
检查，检查完一块就清场一块，最大程度
保证第二天全院办公和审判能正常运
转。

当天下午 2 时左右，数十名保洁员
统一进场打扫。保洁人员中有位年轻的
小伙子，为了让整个园区环境好，当时拿
着高压水枪冲路面，从下午 3时一直冲
到晚上 7时，最后手被高压水枪振动得
肿起来，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
小伙子真诚地说：“看到你们基建办的同
志这么投入，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也得
把活干好。”

“我们感动他们，他们也感动着我
们，最后所有人工作起来都非常主动。”
施佳黎不无感慨地说。

人要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没有
理所当然，要在各种变数可能之中，仍然
做到最好。上铁法院的办公硬件条件一
直不是很好，此前十几年一直在被居民
楼包围的一栋老式办公楼内办案，可用
面积也就 2000 平方米。随着上海法院
跨区划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的启

动，在上海高院和市级相关职能机关的
大力支持下，上铁法院仅用了一年左右
的时间，完成了租房项目建设。从开始
审批到装修，其中的滋味只有亲历者才
最能体会。

“有段时间，每天的心情都像坐过山
车一样。”施佳黎笑着说，有次为了一个
关键的报批环节，基建办曾一个星期跑
了八趟市里的主管机关。更不用说，进
入装修阶段的近五个月，基建办的三名
同事，几乎是拿工地当家，双休日只是摆
设而已。

按照要求，上铁法院计划在 2017年
6月初完成搬迁，但 2016年年底才启动
装修，且是整整 2万平方米。对于这个
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
建办的同事们非常投入，尽管赶工期、压
力大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他们没有一
天沮丧过，心中所想的只是不能因基建
原因影响法院改革工作的大局。

“后来我琢磨是什么支撑我们不肯
松一口气，归根到底，是对法院的感情。”
作为上铁法院在从铁路系统剥离归属上
海地方管理前提任的最后一批法官，加
之又负责办公室工作，施佳黎可谓是上
铁法院近十年来改革的亲历者。“看着上
海其他兄弟法院发展的面貌，当时心里
肯定有种酸酸的感觉。这次改革给了我
们机会，给了我们机遇，说什么也不能因
为我们掉链子。”

施佳黎不止一次地对基建办的同事
讲：“当有一天老了，再走过法院的时候，
看着这个从外形到内里都凝聚着汗水的
地方，那种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他打
心眼里为现在在上铁法院工作的年轻人
高兴，感觉他们一踏入职场，就进入一个
很好的环境，并迎来上铁法院司法改革
的发展机遇期。

施佳黎非常喜欢李宗盛为 New
Balance做的广告——《致匠心》，它让他
懂得：每一次人生的选择，过程总是起起
伏伏，但结果往往自然而然。就像铁路
法院的改革，尽管历尽种种曲折，但回过
头去看，每一步都算数，没有白走的路。
他希望，作为铁路法院改革的亲历者，能
够与法院的改革发展同步成长，以院为
荣，为这个家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高建清：
成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看完案卷，高建清习惯性地拿起一
本破产方面的书籍研读起来，每天工作
之余见缝插针地学习一两个小时早已成
为他的日常习惯。高建清认为，这是他
将来成为专业化法官的立身之本。

1987年出生的高建清，在西南政法
大学读完民商法硕士研究生后，考入上
铁法院。一晃三年多过去了，高建清由
民庭的一名书记员成长为一名对破产法
有着浓厚兴趣的法官助理。

高建清的法院生涯走得并非“顺风
顺水”，最初他被安排到刚设立的条件极
其简陋的“高架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室”工

作，参与调解的案件一点也不“高大
上”，工作简单重复，7 年苦读的法学
知识几乎派不上用场，不由兀自失落。

2016 年 7 月，一次撰写调研课题
的经历给高建清带来很大的触动，他
开始意识到，成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哪怕再小的事情也要细致认真。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偶然的机
会，高建清参与了院里组织的《铁路基
层法院向跨行政区划法院转型发展的
职能研究》调研课题活动，该调研课题
凝聚了上铁法院很多人的心血，持续
时间两年之久。

作为法官助理，高建清平时的工
作比较繁忙，接待当事人、组织庭前会
议、检索法律适用，甚至由于上铁法院
人员配备不足，还要履行一部分书记
员的职责。因此，挤出时间参与调研
课题，个中辛苦可想而知。

由于《铁路基层法院向跨行政区
划法院转型发展的职能研究》调研课
题持续时间较长，中间的调研报告不
断地修改完善，时间一久，参与撰写的
高建清难免产生了些许疲倦感和懈怠
感。

有一次，在一个问题上他在撰写
时没有搞清楚，心想反正不是最终定
稿，先模糊一下再说。没想到的是，这
次马虎没有逃过院长俞秋玮的“火眼
金睛”，她很严肃地问他：“数据有无核
实？出处何在？还有哪些材料可以相
互印证？”高建清被问得一身汗。

“好的调研报告不能只抓主干，细
节一样不能马虎，否则很难有说服力，
这一点与审判工作也可通用。”俞秋玮
说。那一刻，高建清羞愧不已。

“像我们院长这样的‘牛人’都这
般严谨细致，我们年轻人怎能不一步
一个脚印地做起？我要做好身边的每
一件小事，再琐碎的工作也要力争做
到最好。”高建清对自己说。

“目前我们院在破产方面的审判
经验刚刚开始积累，现在跟着法官在
逐步探索，也尽可能地向兄弟法院取
经，边学边干。”高建清目前在破产审
判团队做法官助理，现在的他对工作
更加尽职尽责，在用心办好案件的同
时，也积极地参加各种业务培训和院
里组织的调研课题。

“只要尽职尽责地付出，在我们上
铁法院就会被看见。”努力走在专业化
发展道路上的高建清，其参与的多项
调研课题均在上海法院系统评比中获
得不俗奖项，2016年他还因工作出色
荣立上海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

王文元：
帮当事人解决问题是我的

本分

服侍完85岁、患有阿兹海默症的
母亲吃过药和早饭后，王文元细心地
帮母亲梳理好头发，又交待了阿姨几
句，然后骑车前往“上铁法院高架道路

交通事故调解室”上班。
2013 年，这个调解室成立，由于

人手少、案件多，王文元退休后被上铁
法院聘为特邀调解员，主要从事交通
事故的调解工作。

王文元工作的高架道路交通事故
调解室不在法院本部，而是设在宝山
区与杨浦区交界的高架交警支队办公
区里。高架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室的工
作条件可谓简陋：整个办公区就是一
层临时搭建的简易房，调解室是其中
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屋子，屋里放
着一张审判桌、两张当事人的桌子，
再加上几把椅子，整个空间便拥挤不
堪了。墙上的空调已十分老旧，夏天
有时只能靠一台电风扇略微缓解高
温。

王文元是边工作边上电大拿到的
法律本科文凭，他曾在上铁法院的经
济庭、办公室、刑庭、告审庭等若干
部门工作过。他一直说，自己虽然退
休了，可还是不愿意放弃用法律服务
人民群体、为法院贡献自己力量的机
会。

2017 年 9 月的一天，上海市民林
某在高架桥上正常行驶时，被一辆外
地小车剐蹭，双方签署了赔偿协议书，
车主李某负全责。事后，李某却对修
车事宜各种推诿，甚至不接林某的电
话。无奈之下，林某求助于高架道路
交通事故调解室。

王文元在查明事实经过后，安抚
了林某的情绪，然后拨通了李某的电
话，提醒李某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
法院将要展开的裁判工作，劝诫对方
不要逃避，诚信做人。最终，李某被说
得心服口服，同意立即了结纠纷。一
起让林某感觉“愁死了”的纠纷，一个
下午不到的时间化解止争了。

上铁法院搬迁新址后，王文元走
进法院就有一种自豪感：“诉讼服务中
心宽敞明亮，诉调中心格局规范，大小
法庭威严庄重，大数据展示全院各项
工作进程，一目了然；先进科技为审判
工作服务，加上优秀的铁路法院法官
们的严谨工作作风，给审判工作带来
了全新面貌。”

王文元说：“现在每天都很忙碌充
实，早晨 5 点多就要赶到老人护理院
去照料老母亲，8时左右去上班，这样
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五六年了。”他认
为，自己作为一名铁路法院的退休法
官，还能为法院发挥余热，贡献自己的
力量，还能为当事人解决问题，还有挚
爱的亲人在牵挂，幸福而充实，忙并快
乐着。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老中青三代干警掠影

在上铁法院3天多的采访时间里，记
者接触了该院老中青各个年龄段近20名
法官，他们就像你我一样，有生活的烦闷，
有工作的快乐，有未竟的心愿——但让我
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共质——一股
积极进取、敢于担当、尽职尽责的精气神。

这股精气神离不开上铁法院司法改
革后发展和变化带来的希望，离不开该
院整体“干事、干好”氛围的培养，离不开
新老法院人优秀品格的传承，离不开每
个人尽职尽责后“被看见”的公允。

这股精气神是脚踏实地走在路上
的时候不忘记抬头仰望天空，是不与
庸常生活妥协的离地一厘米的飞翔，
像叶子从蜷缩中尽情舒展一样，他们
在用力地生活和工作，或许他们与你
我一样平凡普通，但精气神让他们怀
抱理想又“接地气”地自带光环。

改革创新，往专业化方向发展是未
来上铁法院法官的必经之路。或许在
通往专业化的道路上打开一扇门后，前
面有太多条可以继续往前走的路，这是

一个广阔的世界，做着做着就会有新的
东西迎面而来，往前走一步，就会看见
更广阔的世界，是一辈子都可以钻下去
的事情。上铁法院法官们正在这条路
上以自己的姿态行走着、奔跑着。

在采访这些法官的当下，记者感
觉自己在他们的世界里，世界在记者
的心中。但同时，记者也开始意识到：
他们的生命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越走
越宽，精气神也越来越足，写什么、说
什么似乎都窄了、低了。

陈雷

施佳黎

高建清

王文元前排：王文元；后排从左向右依次为：陈雷、施佳黎、高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