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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味儿里的幸福【手 记】

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毛刚跋山涉水到当事人家中巡回审判。 资料图片

毛刚带着国徽去乡村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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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河溪法庭庭长毛刚

“你是农村里的孩子，要为农民着
想……”

作为大山里走出来的法官，毛刚始
终记着父亲的叮嘱。

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法院工
作的8年时间里，他都在法庭工作，河
溪法庭辖区9个乡镇146个村庄，或骑
摩托车或乘船或步行，每一处都有他的
足迹。有老百姓曾说，他对自家土地的
熟悉度，都比不上毛庭长。

毛刚喜欢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

式。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首批员额制
法官，他创设法制快板、乡村法官说
法讲堂，用农民群众的语言，农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群众，引导人们知法、懂法。

他深深地热爱着土地上的每一个
细胞。在平日的案件审理或执行中，
他总是将法律人的思维与老百姓的感
情结合起来，找准法理，理清情理，
让老百姓心服口服，他将大量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

农村土地增添了和谐。
他跟泥土是有感情的。在他眼

里，这带着淡淡芬芳的气息，是自己
熟悉的味道；这些带着朴素劲儿的
人，是自己熟悉的人。

他是幸福的。法庭工作的8年时
间里，他总是深深地迷恋着这片土地
上的人、事、物，他也总是能感受到
这片土地对自己的渴求。他说，这样
跟土地紧密结合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人生。

记者：从教师到法官，您的动力
来自哪儿？您的职业期待是什么呢？

毛刚：当教师是我一生最为基础
的沉淀，而当一名好法官则是我一生
的追求与理想。无论是定分止争，还
是扶危济困，法官都是最为贴近群
众，始终愿意与群众心连心的群体之
一。

法官应该是一个不求回报的职
业。当前，部分当事人对法院工作不
理解，可能是他们对法律理解不深，
也可能是我们法官相应的解释工作
不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用心抓

实审判执行工作，加强案件回访。
当前，社会矛盾加剧，法官也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压力，我认为，作为新时代的
人民法官，更要主动沉下身子，通过到乡
镇、村社开展巡回审判、法制宣传，为群
众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便利；更要主动
地坚守法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更要主动廉洁司法，自觉

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清清白白做人，干
干净净做事，让自己的司法良知接受人
民群众和历史的考验。

记者：作为基层法官，有时候会顾不
上家，这时候怎么办？

毛刚：我是一名法官，但我也是一个
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有
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做不到不顾自己的
家。每每周末或节假日的时候，我都会

尽量抽时间来陪伴家人。确有需要加班
的情况，我都会告知家人，求得他们的理
解。

目前来说，我的家人都特别理解并
支持我的工作，我的老父亲会运用从我
这儿“拣”来的法律知识，主动做乡里乡
亲的和事佬；我的儿子会把我的快板带
到学校，带给周边的人，有时候他还会创
新性地改编一些，这让我感觉很欣慰。

我的爱人是老师，我们都干着各自喜
欢的工作，平日里我们相互支持，我们
彼此都感觉非常幸福。

记者：院里多次调您去机关工作，
您婉拒了；老百姓送您一双鞋垫，您也
婉拒了，为什么？

毛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生
于农村、长于农村，在农村也有一定的
群众工作基础，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这

是我的长处。如果去了院机关或其
他单位，跟群众接触的机会可能会
少一些，就不一定能发挥我的长处
了。

老百姓就像我的兄弟姐妹，我
喜欢跟他们相处。但这并不代表
着，我就没有原则，我给自己定的规
矩就是不碰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也
是我们做法官的底线。当然，我的
语言可不是这样干瘪的，我会告诉
他们我理解他们的心意，久而久之，
他们也了解我的脾性，就不存在请
客送礼之类的事儿了。

“我爸是小毛，我是小小毛；我爸是
毛法官，我要当小毛法官！一板一眼不
是我！有情有爱才是我！”

在 8 岁的毛豆豆眼里，父亲毛刚不
仅是一名法官，更是一名“快板儿手”。
看到在自己的影响下，全班同学都会唱
父亲编制的快板，小毛表示很自豪。

毛刚是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河溪
人民法庭庭长。他年均结案 260 余件，
无信访、无不廉不洁举报、无发回重审，
审判质效始终位居全市法院榜首。

听“小毛说法”

2012 年，在被任命为审判员不久，
毛刚接到当地一个贫困村村委会送过来
的一起案件。刚看了一眼，毛刚的眉头
就皱了起来。

时值农历二月，正是倒春寒的时候，
该村一位年过八旬，膝下三子的老人却
被赶出了家门，栖身于大儿子的屋檐
下。这一事件引起了小山村的人们极大
的愤慨。在当地村委会的帮助下，老人
一纸诉状，将三个儿子告上法庭。

在调查了案件基本事实后，考虑到老
人的人身安全，毛刚决定先予执行，强制
打开了老人大儿子闲置的房屋，让老人住
了进去。就在周围群众称赞法庭此举之
时，毛刚将巡回法庭搬到了老人家中。

听说法庭要在当地审理这起赡养纠
纷，临近几个村的村民都来了，院子里、田
埂上站满了旁听群众。毛刚一边审案，一
边将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进行宣讲，在法
律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老人的三个儿子
当庭向父亲认错，并表示一定履行赡养义
务。这起案件审理后，连续好几年，这一
片区再未出现一例赡养纠纷。

这件事不仅对当地群众触动很大，
对毛刚的启发更大。

“一板一眼的宣传法律，群众的接受
度很差，让群众参与到个案审理中，可能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巡回审判对基层群
众而言才是最高效的法律讲堂。”

在毛刚的建议下，阆中法院在洪山
建立了第一个定点巡回法庭，他将该片
区的案件分门别类，集中放在“赶场天”
巡回审理，并邀请社区网格人员、人民陪
审员、群众代表参与，在群众的一唱一和
中，超过七成以上的案件当场达成调解
协议。

尝到甜头后，毛刚在法庭的宣传栏
上开辟出一块空地，做起了“小毛说
法”。将群众最关心的婚姻家庭类案件、
民间借贷、侵权损害赔偿等用当地“土
话”进行解读，到法庭看“小毛说法”，成
为当地老百姓的常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考虑到老
百姓到法庭不方便，毛刚又将“小毛说
法”由静态做成了动态。

“你好，这里是小毛说法，欢迎你准
时收听……”在当地广播电台，每个月，
群众都能听到毛刚用当地话诠释的法言
法语。

“即使离婚之后，夫妻之间同样有扶
养义务，也就是说两口子不过了，对很
穷、无法生活的一方，另一方还得支付扶
养费……”在人口众多的村委会，当地百
姓也会不间断地迎来“小毛说法”课堂。

除开展巡回审理和普法宣传外，在
当地，预约“小毛说法”也成为当地党政
机关、相关单位的重要课程。数据统计，
今年以来，“小毛说法”在当地电视台、电
台、村社委员会等开展活动 40余场次，
受益人数达1.5万人次。

说“法律快板”

“法律不能总是生硬的，神秘的，它
必须也是温暖的，可触摸的，可以让群众
愿意听、听得懂的……”巡回审判和“小
毛说法”的普法效果不错，但受众毕竟有
限，而且无法成为可供重复，长期实践的
经验。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毛刚通过自己

的阅读理解以及审判实践，创造性总结
出婚姻家庭相处妙方、网络游戏成瘾等
规律，运用群众语言，将其改编成歌谣，
提升群众的法制意识。

河溪镇女儿山村有 520 余户，宗族
观念深厚，因交通不便，渡船成为村民们
进镇的主要工具，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中，法律快板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11月2日，毛刚带上书记员，拿上法
徽，坐上了去女儿山村的渡船。当天要
调解的是一起婚姻家庭纠纷，双方为谁
抚养孩子争得不可开交。

毛刚到的时候，双方的情绪都像火
药桶一样。见此，毛刚并不急着审案，而
是让两个年轻人先看起了自己写的《婚
姻家庭纠纷二十问》小册子。

“你尊重自己，尊重对方吗？”
“你有充分关心对方的生活，考虑对

方的感受吗？”
“你是否把自己父母的问题，带到了

现在的家庭生活中？”
一个个的问题，不断敲击着两颗年

轻的心，他们渐渐沉默下来，妻子甚至背
过身去，抹起了眼泪。正在这时，两岁的
女儿突然哭闹不止，夫妻俩几乎同时冲
过去想抱起孩子，却都在对方面前停下
脚步。

“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两
个人，这个孩子身上流着你们共同的血，
非得要剥夺孩子一半的关爱吗？”毛刚抓
住时机抛出问题。

见夫妻俩沉默不语，毛刚又立即将
问题转向周围两人的亲属。

“你们都是他们最亲的人，真的希望
看到他们走到妻离子散这一步吗？”听闻
此语，现场的火药味消散殆尽，不少亲属
开始主动做起调和工作。最终，这对夫
妻牵起了早已承诺要牵一辈子的手。

“家庭矛盾难不难，不难！夫妻和谐
怎么处，包容！孩子教育怎么办，理解！
两口子拌嘴怎么办，找优点……”李文猛

是阆中市河溪镇中学路居委会书记，他
认为，老百姓遇到事儿了，把小毛快板拿
出来说一说，在温馨轻松的环境下，当事
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减少了，矛盾缓解了，

“真是‘听趣趣儿’听出了‘法治味儿’，让
老百姓在轻松的气氛下了解了法律，化
解了纠纷。”

“网络游戏怎么样？好玩！什么时
候玩？活儿干完玩！有瘾怎么办？快转
关注点！”不仅是在村社，作为河溪镇中
心学校法制副校长的毛刚，也编制了与
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法律快板。

就这样，通过学习，利用周末等休息
时间，毛刚创造出忌不文明上网、忌长时
间上网、忌网络游戏依赖等“网络游戏十
禁”，“充满爱意、认真倾听；高度尊重、耐
心释惑；有效认同、无比坚定”亲子关系

“八字诀”等工作生活秘诀，赢得了辖区
百姓的一致称赞。

演“双重专家”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人民法庭庭长、
办案竞赛先进个人、个人三等功、连续四
年优秀公务员……

自从从事审判工作以来，毛刚以高
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办好每一起案件。
作为同事眼里的“办案专家”，他却常常
戏称自己是“半路出家”。

的确，他大学的专业是旅游管理，与
法官没有半点关系。但进入法院后，他
通过了司法考试，学熟了各项庭审技能，
掌握了与群众相处的各种方法，成为大
家眼里的行家里手。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旅游专
业。河溪镇拥有构溪河国家级湿地公园，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给当地带
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伴随着旅游业的
发展，涉旅游类的纠纷也多了起来。

旅馆节假日临时涨价，旅游产业质
量不合格，特殊人群门票减免等问题，影
响了旅游声誉，让当地政府十分头疼。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学习旅游管理
的毛刚向院党组汇报，经过讨论，阆中法
院在构溪河景区内设置了旅游巡回法庭
点，利用节假日的时间，为游客提供优质
的法律服务。

巡回点设立不久，景区便发生了一
起涉及残疾人的门票纠纷。

2017 年 1 月，夏某和唐某到阆中旅
游，两人分别是听力二级残疾和肢体一
级残疾。两人在到景区某景点参观时出
示了各自的残疾证书，仍被要求购买门
票，在无奈购票参观之后，两人与景区发
生纠纷。

在弄清楚事情原委之后，毛刚立即
做起了双方的调解工作，并向景区工作
人员释明相关法律。看到眼前的法官居
然对旅游业如此内行，景区工作人员心
悦诚服，当即退还了门票并向夏某和唐
某赔礼道歉。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及
时保护后，夏某和唐某对阆中的法治环
境赞不绝口。

此事之后，毛刚当即制作了关于旅
游行业应注意的法律问题的司法建议
书，并送至相关部门。在收到法院的建
议书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立即回函，
感谢法院对阆中旅游事业发展作出的贡
献。

不仅如此，每逢有空的时候，毛刚还
“重操旧业”，带着同样热爱旅游的儿子，
当起了义务导游，随着游客欣赏阆中的
青山绿水。

“不少人觉得干这些义务劳动不合
算，是在作秀，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自己
所学的东西，能用得上就是一种价值。”
毛刚说。

理“背后故事”

“毛法官，我真的没有想到，出事之
后，我找人跑法庭来闹，你还带着礼物，
跑我家里来看我……”

说话的人叫胡军，36 岁，是河溪法

庭一起交通事故案件的申请人。在该
起交通事故中被定为一级伤残，法院
判决肇事司机及挂靠的公司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110余万元。

判决作出之后，肇事司机不知所
踪，挂靠的公司也极度不配合法院的
执行工作。在多次前往挂靠公司所在
地，前后查封了 10 余台车辆后，案件
仍然没有执行完毕。

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因执行难度
较大、周期长，胡军亲属到法庭闹过，
甚至威胁过毛刚。

在一次走访中，毛刚了解到，因为
在那场事故中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
胡军妻子离家出走，其家里已经没有
了生活来源。胡军的生活牵动着毛刚
的心，他决定前去探望。

“法律是绝对的理性，但绝非没有
感情，在基层办案，正确运用好法律是
对法官的最低要求，让法律有温度，有
感情才是更高追求。”承办了大大小小
2000余件案件后，理顺案件背后复杂
的感情成为了毛刚对自己的硬性要
求。

“法官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甚至不能只站在法律的角度去处理纠
纷，因为每个案件的背后都可能承载
着一个人、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法
官要理顺的不仅仅是案件，更重要的
是人心，毛刚经常里庭里的同事说。

无论是开庭审案，还是巡回调解
或是执行工作，毛刚都会花上一些时
间，详细了解当事人纠纷的由来，尤其
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从当事人的生
活情况及成长背景入手，往往就能找
到破解矛盾的钥匙。

今年 8 月，毛刚就和当地的家事
调解员一起找到了打开邓家系列矛盾
的钥匙。邓家的系列矛盾是从一起普
通的赡养纠纷开始的，邓大爷一纸诉
状将三个儿女全部告上法庭，要求履
行赡养义务，可奇怪的是三个儿女均

在轮流赡养母亲，却对父亲不孝。
在进行庭前文书送达的时候，三个

儿女对此案均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
绪。毛刚意识到，简单的判决不但不能
化解矛盾，还有可能激化冲突。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毛刚先
后走访了村委干部和周围群众，更从
其近亲属中了解到背后的原因。

作为丈夫和父亲，邓大爷一直十
分霸道、强势，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
对他们关心很少，对妻子拳脚相加更
是家常便饭。前不久，邓大爷再次对
老伴动手，已长大成人的子女坐不住
了，他们把老母亲接到自己家中，拒绝
和父亲来往。

邓大爷诉求的是子女的赡养，可
他的子女及妻子同样存在诉求——尊
重与关心。找到双方的矛盾点，调解
已经成功了一半，果然，当毛刚以此话
题将双方聚拢后，一家人很快就达成
了和解，邓大爷当着大家的面向老伴
认错，三个子女同时表示会善待父亲。

“他不仅是一名法官，还是乡亲们
眼中的好人，他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一名基层工作者对老百姓的
喜爱，在全市政法系统起到了积极带
头作用。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一心为民
的品质，还要学习他扎根基层的作风，
更要学习他与老百姓心贴心的实绩。”
阆中市委政法委书记柏兵表示。

带“基层新兵”

为了提高年轻干警业务能力，毛
刚不仅主动担任他们的业务导师，将
自己的办案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
们，还经常鼓励年轻同志多学习、多交
流、多锻炼。

在他的倡议下，每周四下午，河溪
法庭的全体干警都会举行“学习交流
会”，就个案处理，工作中的困惑，彼此
关心的法律适用问题等进行交流，讨
论气氛十分热烈。

“我们虽然是一个小法庭，但近年来
也遇到了很多新型的案件，学习交流会
不仅是一个平台，更是一种鞭策，让我们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我们都受益匪浅。”
河溪法庭法官助理陈玉娇说。

良好的学习氛围已经在这个小法
庭内得以形成，甚至常常听到法庭办
公室传来激烈的争执声，而这种“吵
架”总会得到庭长的鼓励。

“我们的学习交流会注重审判实
务，庭长会结合庭里的实际情况设立
交流主题，比如我们最近的主题就是
民事送达新规及民法总则的集中学
习，这对提高审判实务很有必要。”河
溪法庭干警陈荟宇这样认为。

在毛刚的带领下，河溪法庭连续
多年获得先进法庭称号，并被授予“青
年文明号”，涌现出了一批全市五四优
秀青年、优秀法官助理，新一代基层审
判力量正在成长。

“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好人，不仅因
为他舍得花时间去做群众工作，有着良
好的群众基础；还因为他跟同事之间相
互谦让，每每有成长的空间，他都会主
动让出来……”阆中法院院长段辉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依然
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光发热，法庭的
工作是琐碎的，却掩盖不了它散发出
来的光芒。在践行基层法治的道路
上，毛刚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做一名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层实践者。”在阆
中市最美法治人物的推介会上，主持
人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