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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般的法官【手 记】

花开正艳 庭满芳华
本报记者 赵 岩 本报通讯员 戴焕平 项 曦

——记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官张秋艳

2001 年 大 学 毕 业 就 进 入 法 院 工
作，张秋艳在一线审判岗位上奋斗了
16 年。这 16 年，她兢兢业业、辛勤
耕耘，将满腔热情扑在她热爱的审判
事业上，绽放一路芳华。

初见她，满脸笑容，讲话快速利
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平时工作
一忙，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总是想
怎么样才能提高效率。”这想法促使
她一直刻苦钻研，练就了过硬的专业

素质。
在张秋艳的办公桌上，整整齐

齐地摆放着自己历年审结案件的文
件夹。她给每个审结的案子制作档
案，并分门别类，便于查询。采访
中，她对审理过的案件和当事人情
况了如指掌。“有时间我会翻看以
前的案子，会给自己办新案子一些
启发。”

生长在北京郊区，张秋艳对这

里有着特殊的感情。她说，老百姓
只是需要更多理解，有时候多听听
他们的心声，明白了他们的真实需
求，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看 着 她 办 公 桌 一 角 绽 放 的 鲜
花，忽然间明白了这位“向阳花法
官”的情怀。她身患疾病，却依然
满面春风；她身负重担，却不停止
奋斗的步伐，矢志不渝，一路芳
华！

“张法官，谢谢您！”2016 年 11 月
17日上午 11时 10分，北京市怀柔区人
民法院第六法庭“正在开庭”的提示灯
刚刚熄灭，开完庭的女法官略带倦容刚
要走出法庭，惊讶地看到了一名老人手
捧锦旗站在门口。满头白霜的老人眼中
微微闪烁着泪光，佝偻着腰，颤抖着双
手，感激地将手中鲜红的锦旗递给了面
前的女法官……

老人是一件民间借贷案件的当事
人，居住在怀柔的大山深处，常年与失
明的老伴相依为命，原本与世无争，却
不幸遭遇独子罹难早逝。儿媳和幼孙孤
苦无依，老人一家失去经济来源，生活
无以为继。后老人得知儿子在外尚有一
笔几万元的债权，但债务人在延庆区。
老人多次向对方讨要未果，无计可施，
将欠款人诉至法院。女法官就是这起案
件的主审法官。

女法官受理案件后了解到老人的困
境，马上安排送达，在距怀柔100公里
的延庆某村村庄外菜地找到了债务人
的父亲。她对债务人的父亲进行了一
个小时的说服工作，让其劝债务人积
极应诉。案件开庭审理后，法官快速
作出判决，使案件及时进入执行程
序，为老人一家解了燃眉之急。老人
在拿到执行款后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特地托人做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
的手上。

上面这个真实的故事里的女法官叫
张秋艳，是怀柔区法院民四庭的一名
法官。2001 年她大学毕业后来到怀柔
法院，十多年来一直在审判一线工
作，默默固守着对公平正义的执著追
求，深刻诠释着司法为民的朴素情
结，将无私的奉献和崇高的责任感融
入到这个远离市区的京郊大地。她先
后多次荣获个人三等功、个人嘉奖、
质量标兵、调解能手等荣誉，展示了
当代法官的职业女性风采。她用青春浇
铸了法律之魂，也锻铸着自己“不奇而
为之奇”的人生。

坚韧如斯：
完美主义锤炼出全能型的

过硬业务水平

皮肤白净，个子娇小，脸上总是
挂着灿烂的笑容，让人感觉温柔而亲
切——这是许多见过张秋艳的人对她
的第一印象。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看起来有些文
弱的女性，却是怀柔法院业务能力强
悍的“全能法官”，里里外外透着一股
韧劲。

张秋艳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
刑庭、立案庭、民庭、基层法庭、知
产庭、商事庭从事审判工作，是怀柔
法院为数不多的“全能型”法官，在
刑、民、商、知识产权各审判领域都
是怀柔法院的“排头兵”。

强悍的业务能力、高效的工作方
法、首屈一指的结案数量，是作为法
官的张秋艳身上最明显的三个标签。
问及经验和秘诀，这个看起来娇小文
弱的女性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
是重度完美主义者和强迫症患者，没
法接受一切不完美的工作。”开朗的笑
声背后透露着坚韧不服输的劲头。

事实也确实如此，张秋艳的工作
成果源于她长年累月养成的良好工作
习惯。自打工作伊始，不管是做书记
员，还是独立承办案件，她始终对自
己严格要求，力求工作“零失误”。

张秋艳在向她的审判团队传授经
验的时候，偶尔会提到自己当书记员
时的经历。她说那时候法院条件比现
在艰苦许多，电脑很少，没有录音设
备，记录靠的只有一支笔、一叠纸，
法官不停地说，笔杆就得不停地动，
记不过来的地方就先简写，休庭的时
候再补充，还得尽量保持笔录的整
洁，不能过于凌乱，为此，她还特地
创造出了一批手写记录时用的“代
码”。

凭着一股钻劲和认真积极的态
度、善于总结和探索的能力，她很快
熟练掌握审判中的各种工作技巧，干
起工作来高质高效、游刃有余，最终
顺利完成了从书记员到一名独当一面
的法官的完美蜕变。

在接待当事人方面，张秋艳也有
一套独到的方法，不仅能说，而且会
说，令当事人胜败皆服、交口称赞。
每每被问到为什么能够把工作做得这
么 完 美 ， 她 都 会 认 真 地 回 答 ：“ 用
心”，对案件流程细心、对当事人耐

心、对案情了然于心、对案件处理
“走心”……张秋艳每一个环节都将自
己的心投入进去，当事人自然会感受
于心。

张秋艳常说：“一名优秀的民事法
官，不只在于学历有多高，理论知识
有多深厚，更在于如何对待当事人，
如何真正化解矛盾，如何在审判时履
行宣传法律知识的职能，如何普及遵
纪守法的法律意识。”

张秋艳审理的 1000 余件案件，不
仅结案高效，最难得的是能真正做到
息诉服判，再难缠的当事人都能心平
气和的接受审判结果。这种深厚的办
案功底来自于她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的
刻苦钻研业务，来自于她的完美主义
思想对自己的近乎苛求，把每一起案件
处理得堪称完美造就了过硬的案件审判
质量。

执著如斯：
“审判商”的工作理念历

练出工匠型法官

业精于勤，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生
最重要的智慧之一在于在前进的道途中
学会总结。张秋艳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
非常爱钻研业务，她善于向书本学习、
向专业人士学习、向案件学习、向当
事人学习，练就了解决复杂疑难纠纷
的能力，并善于把有益的经验积累起
来，真正把审判当作自己的事业。她
认为，审判工作是一项高度专门化和
技术性的工作，化解基层社会矛盾需
要接地气的方式方法，需要日常审判
工作经验的积累，相对于人们常说的
情商、智商，她认为法官审判处理案
件应当不断提高自己的“审判商”。

“‘审判商’是指法官行使审判
权时运用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以及
工作方法，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积累
升华而形成的一种智慧成果和能力。

‘审判商’通俗地说就是办案能力。”
张秋艳解释道。她说，审判过程是个
系统工程，结合着当事人的冲突矛
盾、诉讼程序的引导，是解释法律的
过程和适用法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要有对审判工作的信念和具体的工
作方法。

她将这样的工作方法总结为“一
念三心审判商”工作理念。所谓一
念，就是要坚守公平公正的理想信
念，将这份信念体现在每一次谈话、
每一次开庭和每一份判决中，要让当
事人在案件审判的每一个流程环节感
受到公平正义。三心则分别是：对法
律的敬畏之心，时刻牢记维护法律的
公正权威是法官的毕生使命；对当事
人的大爱之心，审判工作要融合事理、
情理和法理，常怀爱民为民之心，常存
便民利民之意；对审判业务的工匠之
心，要精雕细琢每个案件，消除当事人
之间的对抗情绪，化解百姓之间的矛盾
纠纷。

张秋艳审理过这样一起财产损害赔
偿案件：

不满 16 周岁的被告李某和周某于
2011年 11月 12日上午窜至原告郑某家
中，共同盗窃 1条黄金项链、1枚黄金
戒指及现金 1500 元。后二人将黄金项
链及戒指倒卖的钱款及现金 1500 元挥
霍。二被告被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分
别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因二被告
年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故裁决不
执行行政拘留。因公安机关未将赃物及
赃款追回，二被告未赔偿原告财产损
失，故原告郑某将二被告及其二人法定

代理人起诉到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损
失6032元。

张秋艳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本案中
二被告盗窃行为导致受害人遭受财产损
失，而这种情况下，受害人作为原告提
起民事赔偿诉讼后法院能否受理，这
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张秋艳经过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
关系、赃款赃物的返还退赔制度以及
受害人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导致
遭受财产损失的权利如何得到救济的
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钻研和大
胆探索。“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是
不能相互转换和相互吸收的，但并不
意味着二者在任何情形之下都缺乏共
同的联系，不会发生任何交叉。同一
侵害事实会导致同一行为人既承担刑
事责任又承担民事责任。刑法与民法
救济受害人总目标是一致的，刑法中
设有刑事返还与责令退赔制度，民法
中设有原物返还与赔偿制度。”张秋艳
说。最终她根据查明的事实判决二被
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典型及指导
意义，张秋艳精心撰写了案例分析，
并被收录于 2013 年度 《中国审判案例
要览》 中。她就是这样在平时的审判
工作中用工匠精神练就了精湛的业务能
力。

“法官要认真对待每个案件，主动
思考纠纷解决方案，而不是机械的办
案、完成结案任务。应当将着眼点放在
案件的源头化解上。当事人诉求到法
院，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要让当事
人感受到法官的努力和司法的温暖。”
张秋艳说。

这是张秋艳审理的另一起所有权纠
纷案件。案件的原告与被告在法院组织
的一次司法拍卖时，私下达成协议，由

原告借用被告的竞拍资格，最后成
功竞拍到涉案商业房屋两层。但之
后问题接踵而来，原告以被告名义
向法院委托的拍卖单位付清了全部
房款，而该套商业用房只能过户登
记到被告名下。原告要求直接过户
至自己名下被拒，过户到被告名下
又担心被告不配合之后过户。被告
系该套房屋原承租人，尚在租赁期
内，要求原告先予补偿才同意过
户，双方彼此互不信任，僵持不
下，原告便诉至怀柔法院。张秋艳
接到该案后对整个法律关系进行了
梳理，这起案件不是简单的确认所
有权即可，而是涉及到双方私下交
易行为是否有效、拍卖程序是否有
问题等，且被告尚在租赁期内无法
腾退房屋以及需要连环过户等。面
对这起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对立
冲突极大的案件，张秋艳选择从调
解入手——如果双方能达成调解，
那么便可以解决所有的法律关系和
难题。但是这起案件的原、被告当
时已是水火不容、见面就吵，连正
常的谈话都无法进行。在这么棘手
的情况下，张秋艳不畏艰苦，通过
面对面调解、背靠背调解、庭上调
解、庭下调解、现场勘查时调解、
电话调解……经过 20 余次调解，提
出数十种调解方案，双方当事人终
于握手言和，达成了调解协议。

“具有高‘审判商’的法官，应
从案件受理后根据个案的不同情
况，能够预见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生
的可能性问题，对每一个程序、步
骤都要尽量精准判断，才能够在很
多关键之处加以预防。”张秋艳说。

坚强如斯：
阳光绽放的笑容书写生

命的奇迹

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生活总会
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予你迎头重击。

2012年 11月，不堪忍受 10个月
严重失眠、内分泌失调的痛苦，张
秋艳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却被一
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击中了——她
被确诊为甲状腺癌。

这一年，她才 34 岁，正值年富
力强的事业上升期。就在很多同事
担心她可能扛不住这种打击的时
候，她却已经完成了手术再次回到
了单位，重新开始了她的审判事
业。那张白净而略有些消瘦的脸
上，丝毫看不出手术后的阴影，依
旧笑容灿烂，生机勃勃。

张秋艳说，她并不是不害怕，
她知道病魔的可怕，也曾经裹着医
院满是消毒水味道的被子偷偷哭过，
但消沉之后，她心底产生更多的是对
生命的热爱，对家人的责任，对理想
的执著，对朋友的不舍。她不想这么
年轻就告别这个美丽的世界，她放心
不下她的家人，更难以放弃她如此热
爱并为之信仰的司法工作。

凭着超乎常人的坚强和对生命的
敬畏，张秋艳又一次超越了自己，完
成了直面生死之后的蜕变。她勇敢地
站起来抗击病魔，配合医生每天服
药、定期复查，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和
良好的生活习惯。

患癌8个月后，张秋艳意外怀孕
了，对于这个渴盼已久的小生命，
张秋艳既激动又害怕，在渴望得到
和畏惧失去之间整夜辗转难眠。最
终，成为一名母亲的渴望战胜了一
切，一夜之间，她像是变成了一名
战士，眼中唯有坚定，写满了战
斗、战斗、战斗……

整个孕期伴随着“高龄初产、先
兆流产、妊娠合并多发子宫肌瘤、妊
娠合并高血压、妊娠合并糖尿病、子
宫肌瘤术后、瘢痕子宫、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术后、甲状腺功能减退、窦
性心动过速、中央型前置胎盘……”
等一个个严重病症，孕期住院 3 个
月。因为中央型前置胎盘，提前一个
月剖腹产手术时大出血，命悬一线。
也许是幸运女神眷顾热爱生命的人，
张秋艳和女儿幸运地被医生从死亡线
上拉了回来。

在女儿出生之后，她成为一名优
秀的母亲。张秋艳在培养女儿方面颇
有心得，使女儿在体质和心智方面都
展现出了科学育儿的效果。许多亲友
和同事们来向她讨教，还半开玩笑地
说：“能把工作做得如此精致的，在

育儿方面也差不了。”朋友们纷纷建
议她把自己的育儿知识和经验写成一
本书。张秋艳说：“育儿其实跟工作
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来源于工作和生
活中的积累和感悟。女儿的出生对我
的影响很大，我要做女儿的榜样，用
我的工作成绩来言传身教，陪女儿共
同成长。”

阳光如斯：
豁达开朗的心态传递着乐

观奋进的正能量

花开灿烂，灼灼其华。张秋艳
是一名典型的现代职业女性，她的
办公室，永远生机盎然；她的办公
桌，永远整洁有序；她的法庭法
台，永远光亮利落；她的内心保持
着和周围环境一样的干净、安然。
她的工作中没有焦头烂额，没有慌
乱无序，脸上永远是阳光、自信、
温和的笑容。

能够在繁杂的工作中保持优雅从
容，离不开她高效的工作思路方法和
审判团队团结协作良好运转。张秋艳
对每天、每周、每月的工作计划安排
得严丝合缝。“在工作时间不浪费一
分钟，在业余时间不加一分钟班”是
她对审判团队的要求和目标。司法改
革后，她带领的审判团队是“1+1+
1”模式，三个人分工明确，权责明
晰，她将自己多年的审判经验和工作
方法传授给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对法
官助理和书记员严格要求，各项工作
高效配合，实现了“1+1+1>3”的效
果，在法院内部发挥了资深法官“传
帮带”的积极作用。

张秋艳认为法官不应该只做法庭
上的法官，更应该兼具更多道德和文
化层面的责任，担负着向社会传输法
治思想、法治意识的使命。因此，通
过怀柔法院搭建的平台，张秋艳担任
着怀柔区“法制村长”“法制校长”
等职务。她利用审判之余，到乡村、
社区、学校、企业等地进行普法教
育，还经常录制网络公开课，到电视
台录制普法节目等。在传播法律知识
的同时，也传递着她阳光、开朗、豁
达、自信的心态。

张秋艳说：“作为一名法官，要
注重弘扬法治精神，积极引导公众内
心拥护和信仰法律，增强公众对法治
的信心，让公众感受到法治进步带来
的变化。”

张秋艳在怀柔法院担任法院团支
部书记近十年，有着丰富的领导和组
织活动经验。她为人热情开朗，走到
哪里都带着阳光。她对同事们总是
热情关心相助，对住院的同事陪床
护理，为新来的同事租赁房屋、对
困难的同事伸手援助。她是同事的
好姐妹，是姐妹们的知心人，很多
同事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都
会找她来倾诉，她总会尽心竭力去
帮助，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她谈心。
她总能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帮助大家
化解负面情绪，用阳光开朗的心态
感染和带动大家，成为单位里的

“知心姐姐”。她在单位里建立了
“育儿辣妈群”“生活团购群”等，
在女同事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和
凝聚力。张秋艳默默地用自己的行
动践行着不平凡的乐于助人之道，
诠释着乐观奋进的正能量。

重压之下反而更加阳光。尽管患
病后面临频繁复查和终生服药，张秋
艳还是活出了她理想的生活状态。工
作中的她，干练而不失优雅；生活中
的她，充实而不失悠闲。她爱音乐、
爱健身、爱读书、爱插花，是“健身
达人”“育儿达人”“手工达人”“绿
植达人”“家装达人”……关于生活
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她朝气蓬勃，芳华满庭，处处传播着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散发着女性魅力的芬芳。

女人如花。张秋艳最喜欢向日
葵，问她为什么，她说自己出生在 7
月，向日葵是自己的生日花，而且向
日葵永远向着阳光，积极向上，盛开
之后也不像别的花朵会枯萎衰败，而
是结出饱满而沉甸的果实。张秋艳常
说自己很平凡，但却从事着一份不平
凡的职业，像向日葵一样，有灿烂的
外表，也有丰硕的内涵。她在同事和
群众眼中，就是绽放在怀柔法治大地
上的一朵向阳花，散发着公正无私、
积极向上、乐观坚强的无尽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