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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机关餐厅里
的濠梁之辩 “法官妈妈”康艳堃：点亮失足青少年“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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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 金鹏飞

责任编辑 刘吟秋
联系电话 010-67550723
电子邮件 fzk@rmfyb.cn
QQ 群 号 59261458

“康妈妈，如果没有您的帮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会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您放心！”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灵川县潭下镇倩口村一户村民家中，26岁的小秦紧紧依偎在“康妈妈”身边，就像拥抱自己的亲生

母亲一样。

这位衣着朴素的“康妈妈”今年55岁，名叫康艳堃，是灵川县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多年来，她一直从

事青少年法制教育和失足少年帮扶工作，从帮教矫正中拯救“问题”少年，让他们重新走上正途，用自己的

爱心点亮他们的“心光”。

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康妈妈”。

让执行多一分理解
□ 刘哲钧

康艳堃开庭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

■12年的“母子”情

自从 12 年前灵川法官康艳堃
办理小秦的案子后，她就与小秦结
下了不解之缘。

眉清目秀的小秦性格温和，说
话彬彬有礼。2016年，他从桂林医
学院毕业后又继续留在桂林医学院
附属医院进修。这样一个“阳光大
男孩”，让人很难与12年前的“失足
少年”联系起来。从曾经年少失足
到如今走上人生“正轨”，在小秦看
来，他重塑人生的这12年里，“康妈
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小秦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一
两岁时，他的母亲就独自离家至今
没有音讯。父亲为了养家常年在外
打工，小秦只能和年迈的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

2006年，14岁的小秦与同学发
生冲突，年少气盛的他在懵懂间出
手将他人打成重伤，被灵川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小秦家境贫寒，并且很有上进
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
负责办理青少年案件的康艳堃专程
来到小秦家中了解到情况，感到既
惋惜又同情。

“我也是一名母亲，发自心底想
帮帮他。”于是，在小秦执行缓刑期
间，康艳堃定期到小秦家探访，了解
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他走出
阴影，重新面对人生。

原本性格就内向的小秦，再加
上被判刑，曾经一度陷入人生低
谷。康艳堃一直对小秦进行跟踪、
帮教，每次来看他，都会像妈妈一样
跟他谈心，鼓励他不要放弃自己，还
带来了法院工作人员捐赠的礼物和
爱心款。

两年后，小秦期满重获自由。
按照常理，服刑期满后，法官将不再
对他进行跟踪帮教。但几年下来，
小秦和“康妈妈”之间已经建立了浓
浓的“亲情”。

“看到这个孩子这么懂事，我真
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康艳堃告
诉笔者，虽然没有了帮教责任，但她
还是习惯定期去看望小秦，经常跟
他通电话发短信，了解他的生活和
学习状况。小秦在生活和学习上遇
到困难和想不通的事，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打电话给“康妈妈”。

康艳堃至今还记得，那年小秦
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小秦的爷爷
专程到法院找到康艳堃，用颤抖的
双手拿着录取通知书，老泪纵横地
向她报喜。当小秦顺利完成高考，
并考上了大学，他第一个通知的人
也是康艳堃。

小秦在桂林读大学期间曾经遇
上了一件让他不知所措的事。一次
他走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不慎晕
倒，善良的小秦想上去扶，但又对所
谓的“碰瓷”现象充满顾虑。纠结之
中他拨通了康艳堃的电话，把他当
时的想法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康艳堃告诉小秦，不
要顾虑太多，只需要做好自己觉得
应该做的事。于是，小秦马上冲到
老人面前，用他学到的医学知识对
老人实施了急救处理，并第一时间
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这么多年来，康妈妈一直是我
最信任的人，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让我感觉亲切而温暖。”小秦充满了
感激，“我大学毕业即将成为一名医
生，我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尽
最大的能力回馈社会，不辜负那些
帮助过我的人。”

■校园的“通关文牒”

在康艳堃的办公室有一张灵川

县的地图，地图里密密麻麻地插着一面
面小红旗，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庭的干警
们将这个地图称为“教学点沙盘”。

“我们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发现，一
些本该和同龄人一样在校园里成长的花
季少年，却坐到了法庭的被告人席上，失
去了自由，接受着法律的审判和惩罚，这
些失足少年让人感到无比的惋惜和痛
心！”康艳堃深有感触地说。

于是，康艳堃与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庭的法官们开始不断思考、探索青少年
法制教育的途径。

“全县中小学校分布零散，且路途遥
远，农村学生到县城的青少年法制教育
基地接受教育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创新
教育基地+村级教学点模式，变‘请进
来’为‘走出去’，将法律知识送到青少年
学生的身边。”康艳堃介绍说。

兰田民族学校地处灵川县西北部青
狮潭水库上游，四面环山，距离县城 45
公里，条件极其艰苦。在校学生 300 余
人，绝大多数属于留守儿童。学校教职
工 50 多人，凭借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
爱，常年默默地坚守在这偏远的大山之
中，以大山为伴，与“花朵”共伍。

“我们到学校开展活动前，都会让学
校‘点餐’报课题，根据学生的需求制定
活动重点。比如这次的课题就是《青少
年如何远离违法犯罪、树立远大理想》。”
2017 年 11 月 19 日，康艳堃与综合庭的
干警深入民族学校开展法制教育活动
时，早早等候在操场上的几百名学生马
上围了上来。

康艳堃不忙着讲课，先从包里取出
一幅画：画中，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一个
中年人恭恭敬敬站在老师的家门口等候
老师。

“这是一个中学生被我判缓刑后，回
到学校上课第一天送给我的画，名字叫

‘程门立雪’。”接着，康艳堃为学生们讲
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李（化名）是县城某中学的学生，
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都不错，美术方面
很有天分，学校的宣传板报都是他负责
的。2010年，因结交了社会上的不良少
年，他逞哥们义气帮朋友出头打伤人，被
判缓刑。通过康艳堃和老师的帮教，小
李深深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学校也给
了他一次浪子回头的机会。于是，在返
校上课的第一天，小李画了一幅漫画，送
给了他的“康妈妈”。

“康妈妈请放心，我一定跟过去一刀
两断，像画中的杨时一样，做一个求学师
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漫画中
的几行字，是小李对“康妈妈”的承诺。

“你们虽然还是学生，但是也要从小
开始远离违法犯罪，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树立远大的理想，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指导自己实现梦想。”康艳堃语重心长
地教导同学们。

一块块制作精美的宣传展板，一个个
震撼人心的鲜活案例，一幅幅图文并茂的
主题图片……康艳堃以案说法、声情并
茂，学生们全神贯注，不时地做记录。

讲解结束后，同学们意犹未尽，或三
五成群地看展板，或围着康艳堃提问题、

说感受。
“20 米长的展板，康法官带着学

生走完，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时间，但是
学生们还要用他们一辈子的时间，走
完他们的人生路。这短短的20米，对
于学生们的影响，也许就是一生。”教
师陆玉权在“通关文牒”上郑重地盖下
了兰田民族学校的印章。

“我们每到一个学校开展活动结
束，都会请校方盖一个章，走完全县的
村级教学点时，‘通关文牒’就会有
117个印章了。”康艳堃说。

■“我热爱法官这个职业”

“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我们更注重
审判的效果。”康艳堃介绍说，根据多
年工作经验，他们找到了做好未成年
人审判工作的关键所在——把庭前调
查、法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的重心。

“孩子们犯罪后，心理变化很大，
我们体会不到他们的痛苦。因此，我
们结合庭前调查、社区矫正，引入心理
咨询师，进一步补强法官在这一方面
的缺失。”康艳堃说。

2016年底，为了切实保证失足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让他们不仅仅是迫
于法律的威严当庭认罪，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心理根源，
防止其重新犯罪，康艳堃在认识到自
身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存在
短板的同时，积极寻求共建合作。

灵川法院在青少年法治教育
方面的创新做法，得到了民革桂
林市委的关注，他们主动来函来
访，与法院在青少年心理矫正方
面达成共识，以“关怀心灵，关注
未来”为服务宗旨，以促进青少年
心理健康为目的，针对少年犯、被
害青少年等急需社会救助和关爱
的对象，启动“护苗行动”，派出心
理咨询师作为“合适成年人”或

“心理辅导员”参与法院的审判工
作。

民革桂林市委只是合作的单
位之一。5 年来，在社会各界的
关爱下，灵川县的未成年人重新
犯罪率为零。

“我们庭的干警换了一批又
一批，但是‘教学点沙盘’一直留
在我们庭，康法官退休后，我会接
下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使命。”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庭法官李华说。

“做了很多年的未成年人审
判工作，一直都很热爱法官这个
职业，我就是想多做点事，把自己
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同事们。”
今年即将退休的康艳堃，丝毫没
有影响工作，每天正常上下班，到
教学点上课也没落下过一次。

“热爱法官职业”是康艳堃贴
给自己的“标签”。

“康法官做事开拓创新，实实
在在地为农村孩子谋划切实可行
的预防犯罪方案，走自己的路，做
灵川法院特色的未成年人审判工
作。”郑伍科，一位与康艳堃一起共
事多年的法官，他说，康法官一直
有胃病，女儿不在身边，家公瘫痪
在床，从康艳堃身上，他看到了一
名法官应该如何热爱自己的职业。

在李华眼中，康艳堃工作勤
勤恳恳，为人诚实守信，生活廉洁
自律。“她身上的很多优点，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2004年，灵川法院创建了全
国青少年维权岗，李华正在努力，
希望继承和发扬本庭的传统，保
持当前的荣誉，争创全国的先进。

“康法官的业务能力强，关心
青少年这个弱势群体，多年来经常
为了案件的第一手材料和真实情
况，深入实地考察，了解少年犯的
性格特点和案件背后的故事，切实
为孩子们解决问题。”灵川法院院
长石玉碧说，正是这样，让康艳堃
成为了孩子们信赖的好法官。

“我平时有空就学习中医和
养生，中医讲究的是心态，心态好
做什么都有激情。法官的工作压
力大，就需要我们学会调整心态，
改变生活的态度。体道、悟道，最
后才能得道！”康艳堃打算退休后
深入学习中医理论，常回单位给
同事讲讲如何健康地工作和生
活。

她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在法院执行局工作后，渐渐明
白理解就是相互尊重。

作为一名执行局的书记员，我
每天都跟着执行法官接触不同的
申请人、被执行人，老李就是其中
一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带着
一肚子怨气的，“申请的案子过去
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一点动
静？”坐在调解室里，看着执行法官
忙出忙进还不时接待其他当事人，
他又说：“你们太忙了，我都不好意
思给你们添乱。”听到这句话，我的
心里既感动又愧疚。

在执行工作中，会遇到一些申
请人不理解执行工作的难处，埋怨
执行人员不作为，但是也有很多申
请人，看到我们为了每一个执行
案件四处奔波，对我们表示理解
和宽容，不想给我们带来困扰。
作为执行人员，我们也同样理解
申请人讨不到工资、借款收不回
的无奈和无助，并把这种理解转
化为工作的动力，努力在每一个执
行案件中都全力实现申请人的胜
诉权益。

理解是一种胸怀，一种睿智，
一种乐观面对人生的勇气。多一
分理解，我们的工作就会充满很多
正能量；多一分宽容，让执行不再
有沉重感，让执行不再“难”。

康艳堃（左一）在少年法庭与案件代理人交流。

康艳堃在办公室整理案卷材料。

自从有了机关餐厅，多数干警
一天三餐都在这里。虽然都是见惯
了的同事，但和平时工作还是不一
样的感觉，投缘的人会坐在一起聊
些轻松话题来缓解一下紧张的神
经。

这天是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的
日子，我和法警队的向阳由于开庭
去得晚。正吃呢，研究室主任小伊
和他在政治处工作的爱人小徐也来
了，这是院里的一对模范夫妻。看
到他俩，一向不爱说笑的向阳居然
来了调皮劲儿：“老金，咱俩打个赌
吧。就赌这小两口今天谁刷碗？猜
错者刷碗三天！本赌局有三种可
能：小伊刷；小徐刷；各刷各。你选
一个！”向阳掰着指头在分析。我向
小伊夫妻那边看了一眼，心想：年轻
人爱赶时髦，做家务怕也是AA制，
于是说，各刷各的！“好，我猜小徐
刷！男人谁自己刷碗？”向阳肯定地
说。于是，我们顾不上吃饭，紧盯着
那边。正好此时那两人也站起身
来，我和向阳对视一眼：下面就是见
证奇迹的时刻！可是，那两人都不
动，却说笑着往我们这边看。过了
一会儿，小伊先向门外出，小徐呢，
只拿起自己的碗向外走，小伊的碗
还留在原地！我和向阳对视一眼，
一起捧腹大笑：根本不可能的第四
种答案出现了！这时，小伊和他妻
子也大笑起来。

三分钟后复盘，小徐给出了答
案：“在你们不停向我们这边观望
时，我给小伊出了一道调研题目：金
庭长和向阳今天开庭到 12 点半是
不是开傻了？一直盯着咱们也不吃
饭。要不你就猜猜，今天是爱说爱
笑的金庭长先笑还是闷葫芦的向阳
先笑？我们光顾着看你们了，竟不
知道局外有局！”

回到办公室每每想起这事都会
联想到当年庄子和惠施的濠梁之
辩：二人为鱼儿的欢乐引发一场著
名的辩论，而此时水中的鱼儿估计
也在偷偷议论和笑着他们。我见青
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其
实只要心中有快乐，就看哪里都快
乐，庄子、惠子见鱼儿如此，鱼儿见
庄子和惠子也是如此！不由感慨
道，平时接待当事人也应该多些笑
容和温暖，久而久之，他们将会回馈
给我们更多理解和包容！

旅行社对出游老人“挑肥拣
瘦”，政府应出手规制

“五一”假期，出境游人数猛增，其中
不乏老年人。不过，也有不少老人因年
龄和身体原因而遭旅行社婉拒，不同的
旅行社对老人出境游体检机构、体检项
目的要求也大相径庭，让老人们困惑。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人旅游
也随之兴起，可是旅行社出于各种原因
考虑，往往对老人设置了太多限制性条

件，使得老人出境游遭到人为阻碍。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旅行
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以下简称为

《规范》），规定旅行社不得拒绝60周
岁以上的老人参团。出发前，应采集
老年旅游者详细信息，包括个人健康
情况、个人通信方式、紧急联络人信息
并请老年旅游者当面签字，75岁以上
的老年旅游者应请成年直系家属签字
且宜由成年家属陪同。显而易见，《规
范》对老人旅游未设置年龄限制，出境
游也不例外。

需要指出的是，老人能够出境游
代表着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舍得花

钱消费买享受，这也是“银发经济”的
体现。政府应出台统一的老人出境游
健康标准，要求旅行社依照标准接待，
不得自行随意制定标准，以避免旅行
社挑肥拣瘦。

不可否认的是，老人出境游需要
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加之老人身体
健康不如年轻人，需要旅行社做好预
案工作，配备好随队医护人员，安排好
路线和接地服务，为老人提供全程的
安全放心服务。同时，鼓励保险公司
研发老人旅游产品，以做好配套服务，
通过商业化模式降低旅行社的风险，
亦可增强老人出境游的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