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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黄平

2016年5月，黄平和同事开展强制执行。

2017年12月，黄平的帮扶对象家中发生火灾，黄平和同事前往慰问。

在此次采访中，让记者触动最大的
是一张没有完成的体检单。在黄平去世
前的一个月，靖州法院组织干警自行去
往医院体检，从单位组织体检到病发离
世，仅仅 44 天。“决胜执行难”战役打响
后，经验丰富的黄平是靖州法院攻克执
行难的一柄利剑。为了尽可能让更多的
申请人及早拿到执行款，甚至抽不出空
去医院做个体检。

每天最早到办公室的是他，最晚离
开办公室的还是他。“我就住在院里，走

几步就到家了”成了黄平常常加班的
理由。据同事回忆，去世前一段时间
他感觉不舒服，领导、同事都催促他赶
紧趁着院里组织体检早些去检查检查
身体。他却总是笑笑，说：“工作要紧，
等忙完这一阵子再去医院做体检吧。
我自己就是学医的，大家不用担心！”
就这样，体检的事情一拖再拖。家人
在为其整理遗物时，才发现那张4月2
日单位发的体检单。上面写有的仅仅
是黄平的名字，却没有一项检查结果。

如果黄平能早点去医院做检查，
或许就不会那么突然的离开他热爱多
年的工作岗位和熟悉的同事们。如
今，检查单还在静静地等着它的主人，
只是永远也等不到了！

你用奉献诠释了为民情怀……
你用生命捍卫了公平正义……
黄平带着他那份对事业、对人民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工作岗位尽职
尽责地奋斗着，用平凡之光书写了他
的这一生。

靖州法院副院长邓扬泉：

我也曾干过十年的执行工作，很清
楚执行工作的困难。黄平他很平凡，但
不平庸，很成熟，但不耀眼。虽没有惊
天动地的事迹，但却是脚踏实地的奉献
了自己，在执行工作中勇当先锋。在脱
贫攻坚的工作中，他对贫困户关怀备
至，他一直都尽心尽力、出钱出力地帮
助贫困户，他负责的贫困户都对他赞誉
有加。他平时的工作表现院党组也十
分认可，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着一些平
凡的事，但是从中显现出的一些不平凡
的地方很值得我们肯定。

靖州法院政工室主任金克涛：

黄平比较率真，他工作很认真，虽然
他已经没有法医资格，但是每年的法医进
修他都主动去。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平
凡的人，但回忆起来可以从细节中看到他
的闪光点。在工作岗位上与同事非常团
结，对新来的同志都和蔼可亲。虽然他没
有入员额法官，在报表中他体现的是书记
员身份，但实际工作中他做了很多事，对

工作，无论分内分外，他都积极主动。

靖州法院执行局干警向琼：

我在法院工作16年了，回想当年在
执行局见到风华正茂的黄平，一副黑边
眼镜，两眼炯炯有神。后来，我也来到了
执行局工作，有幸与黄平共事。想当年
拿到第一件执行案件时，一脸茫然的看
着案卷，黄平微笑着走来对我说，“接第
一个案子啦，我来教你，首先把案卷封面

填好……”这是他开始教我办案做的第
一件小事。

“向琼，走！今天我们去寨牙乡落实
一下那笔修路工人的工资款什么时候能
转到院里的账上。”一路谈笑风生中，黄
平讲解着执行本案的要点、细节，突然话
锋一转告诫我作为一名执行员要严格要
求自己，公平公正的对待案件当事人，办
案如做人，身正才不怕影歪，要对自己负
责，对案件负责，要对得起身上的制服。

现在每每想起与他办案的点滴，这些
话仍历历在耳，时刻谨记他的谆谆教
诲。他虽平凡，但热爱着他所从事着
的平凡而正义的工作，他是我的标杆，
他的精神永存。

靖州法院执行局协警谭茜元：

我从法警队调到执行局才半年时
间，但跟黄哥接触很多，他每次办案都
会叫上我。黄哥每次执行就像一把利

剑出鞘，让被执行人闻风丧胆。记
得去年大年二十九，一个被执行人
欠款2万余元，黄哥多次传唤他到法
院他都不来，最后黄哥叫上我去他
家，准备告知对方如果仍旧拒不执行
就对其进行司法拘留。在去的路上，
黄哥对我说：“我们做执行的就是要
保障申请人的权利，明天就是大年三
十，这个案子的申请人等这笔钱买年
货，我们要尽量让他过上一个开开心
心的春节。”回到法院后，黄哥亲手将
钱交给申请人。当时黄哥笑得比申
请人还开心，我想在他眼里这是他
最快乐的时候吧。

“婆娘，你回家了吗？记得早点回家
带孩子。”临近下班，黄平在被执行人打
工的饭馆大堂，给妻子小马匆匆交待了
几句便挂了电话。

黄平正在等待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
的被执行人谢某。“五一”集中执行活动
中被拘留 15日后，谢某仍不履行义务，
与执行干警玩起了“躲猫猫”。考虑到谢
某是名驴肉馆的厨师，有工资收入亦有
财产可执行，于是黄平决定在饭点到他
工作的地方再次与他谈一谈，告之其拒
执行为会被司法拘留。

“砰砰砰……”
黄平的家门被同事急促地敲开。

“嫂子，黄平进医院了！您快去看看
吧！”

“20 分钟前刚通过电话，才一小会
儿怎么就出事了？”带着疑惑，小马急忙
赶到了医院。

“脑干出血，瞳孔放大，人可能不行
了！”

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看着病床
上好似熟睡的黄平，小马默默祈祷着他
能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但是，事与愿违……
2018 年 5 月 18 日 22 时 03 分，湖南

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法官黄平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48岁。

忠诚履职“有恒心”

2011 年 6 月，申请人张某当时系被
执行人重庆中铁实业有限公司职工，在
一次公司承建的施工项目中受伤，仲裁
依法裁决被执行人支付 42.28万元给张
某。履行期满，被执行人仍未履行法定
义务，无奈张某只好向法院提出执行申
请。黄平对被执行人银行账户查询后，
于9月赶往重庆为张某扣划回了1.18万
元。

此后，黄平也一直在为这事奔波。
2014年，黄平和他的老搭档曾晓明

再一次前往重庆查找执行财产。
两人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的协助下，冻结并扣划执行人在涪陵的
一工程项目账户存款20万元。

“事情办好了，要不我们先去好好地
吃一顿吧！”曾晓明对黄平说道。

“别吃了，先走吧！路上随便买点吃
吧！我们身处外地，唯恐事情有变，还是
赶紧回去的好！”黄平执意。

说着说着，两人透过汽车后视镜看
到涉案公司的 20 余名壮汉朝自己这方
围堵过来。两人赶紧加速驶离。

“还好你坚持，要不我们只怕回不去
了！”

为了这笔执行款，黄平先后 6 次前
往重庆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控。就是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查询、冻结、扣划，一
年又一年的怀化往返重庆。到2015年，
4年的时间，黄平为张某争取回了 21万
余元执行款。执行标的还有一半未执
回，黄平一直在为此努力着。只是现在，
他已无法亲手完成那份执结报告了。

“黄药师”和“胖哥”是黄平和曾晓明
给对方取的昵称。两人一搭档就是 6
年，一起出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因为
两人性格互补，做起事来也特别合拍。
作为办公室的对桌“室友”，两人越来越
有默契。

“呜呜呜……我没有搭档了！”七尺
男儿曾晓明在黄平遗体告别的时候忍不
住放声大哭。如今，“胖哥”每每走进办
公室，都会忍不住想起“黄药师”以往的
种种。

执行和解“有耐心”

2016 年，被执行人汪某、谢某夫妻
二人与杨某签订河沙买卖合同，约定货
款可分阶段支付。在货款即将结清前，

汪、杨二人却因生活中的摩擦发生了打
斗。汪某因此受伤住院，此后夫妻二人
便不愿将2万余元尾款支付给杨某。杨
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凭着判决书申请执
行。受伤的汪某还在医院治疗着，心有
不甘的谢某决定来法院“讨个说法”。

“有没有天理啊？我老公被杨某打
得住院了，他不赔钱给我们，你们法院还
帮着他问我们要钱！”谢某怒气冲冲地说
道。

“大姐，受伤的事，你们可以另行向
法院起诉要求赔偿。这个案子判决你们
该履行的还是要履行啊！你们的房子已
经建好，现又出租有租金收，法律上你们
是有能力执行的。拒不执行，会被拘留
的。”黄平解释道。

听到要拘留，谢某立刻使出撒泼打
滚的招数，躺在地上不肯起来。

“你先起来吧！大哥受伤，杨某确实
有责任。我帮你们去跟杨某做工作，给
你们争取点费用作为受伤的补偿，让你
们少付一点。”黄平耐心地劝说着谢某。

“谢姐，要不你先起来喝点水吃点饭
吧！这么热的天，躺地上晒得也难受是
不？”两个小时过去了，正午时分的太阳
照得格外猛烈，黄平半蹲在谢某旁边苦
口婆心地说着。

三台执法记录仪一直拍着，7 名干
警一直站着。执行局局长杨晓毅见到这
般胶着的情景，决定对谢某采取拘留措
施。

“杨局，再等等，可以调成的。”
黄平一边劝着谢某，一边积极与杨

某沟通。
经过长达 4 个小时的调解，此案最

终以杨某放弃 1万元尾款、汪某两夫妻
只需支付1.2万元尾款给杨某圆满结案。

“黄平具有一种‘耐得烦、霸得蛮’的
精神。对于执行调解工作，他非常有自
己的办法。面对当事人，他更多的是倾

听，再从当事人的角度帮忙想办法解
决。”杨晓毅这么评价黄平。

吃苦耐劳“有决心”

2017 年 9 月，靖州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一起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波及
面广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因为
此案在公安侦查阶段对涉案财产已查
封、冻结，案件移送法院审理时原冻结期
届满，必须马上办理续冻。黄平接到案
子后，立即进行财产保全，通过网络冻结
了一部分账户，但还有另一部分是微信、
支付宝、财付通账户，必须前往公司总部
办理。由于时间紧迫，三家公司又分别
位于深圳、杭州、天津。为了避免被告人
（当时已取保候审）或其他人转移财产，
杨晓毅指派黄平和张冠峰立即启程，6
日内返回，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将涉案财
产续冻。

“黄哥，中午了，休息会儿，下午再去
吧！”年轻干警张冠峰对如此“暴走”都有
些吃不消了。

“赶紧把事做完，我们早一分钟办
完，申请人就能早一分钟拿到钱。”

“黄哥，我们今晚找个好点的宾馆
吧？累了好几天了！”

“就近随便找间睡一晚吧，近一点
的，好找人！”

“黄哥，你咋一点也不会享受生活
呢！完成工作了，就轻松一点嘛！这么
累干吗呢！”

“出来做事，就是干活的。享受生
活，等老了以后有的是时间去享受！”

6天时间奔走四省五市，开车、坐高
铁、坐飞机多种交通工具，3 万多公里，
将涉案的微信、支付宝、财付通账户进行
保全冻结，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

“黄哥每次出差，总是能将就的就绝
不讲究，为了以最快的速度结案，他往往

就是一份盒饭一张床，匆匆了了地解决
自己吃住。”张冠峰对黄平有一种敬畏之
情。

“现在黄哥不在了，我希望他在天堂
里能对自己好一点！”张冠峰抬头看了看
天，湿了眼眶。

关爱后辈“有细心”

2018年 5月 18日上午，黄平如常早
早来到办公室，完成着手头上的工作。9
时许，一名当事人的律师来到“执行新
人”于丹丹的办公室，要求查看反馈的被
执行人 6个财产账户情况并将其冻结。
于丹丹有点不知所措，拿着账户信息跑
到“师傅”黄平跟前求教。

“丹丹，你看这 6 个账户，系统可以
冻结这两个，其余的需要到银行临柜处
理。但是这个已销户的和关户的是不需
要冻结了，另外没开户和余额为零的账
户是要去怀化办理的。”

黄平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总是
能一眼就看出问题，快速地解决。

“告知申请人情况，联系冻结需要出
具裁定书的法官，把材料准备下，我下午
去办。”

靖州法院执行局的财产保全工作全
是由黄平一人负责的。其实，余额长期
为零的账户没有必要立刻去冻结。黄平
的工作特点就是不拖沓，所以下午一上
班便前往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冻结了两
个账户。

“我在局里年纪小一点，有很多不懂
的请教黄哥，他总是特别有耐心地教我、
帮我。才开始办案，什么也不懂！碰到
要查封财产的，黄哥总会放下自己手头
上的事，陪我一起去处理。”在于丹丹心
目中，黄平好似大哥、师傅般亲切。

就在黄平去世前的那一周，于丹丹
跟着“黄哥”的时间是最多的。那一个星

期里，他们一共查询了七八个房产，张
贴了四五个查封公告。

“黄哥人没的那天，他是下午5点
多出去的，办公室还开着灯，不知道他
是不是还想着回来加班……”说着说
着，于丹丹哽咽了。

扶弱助贫“有真心”

2017 年 12 月 15 日，黄平的扶贫
对象杨秀能家因电路老化发生火灾。
熊熊大火将几十年的老木屋连同家
电、用品全部烧毁，能抢救出来的只有
1万多斤粮食。

“人没事就好！国家有政策的，我
带你去办！”

黄平带着杨秀能到了保险公司和
民政部门，为老杨申请到了 2 万元农
村民房灾害保险赔偿和 5000 元救济
金。

“老哥，你养 1000 只鸭吧！未完
全烧坏的那些粮食别浪费了，不如拿
来喂鸭。这样，你能卖鸭赚钱，弥补一
点火灾损失。”

大火把这位 60 多岁的老汉的希
望全部烧得一干二净。出于对黄平的
信任，老杨还是决定先养 100 只试
试。如今这 100只鸭卖剩到了 15只，
盈利6000多元。

两人的“帮扶之情”开始于 2014
年。自此，这两个大男人就成为了别
人眼中比亲戚还亲的亲人。

“老哥，我跟你之间，就像走亲戚
一样。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
这是黄平最常对杨秀能说的话。

老杨在黄平的建议下，从 2015年
开始承包田地种粮食。仅一年的时
间，老杨就顺利脱贫。但是2017年的
这场大火，把沉浸在脱贫喜悦中的老
杨又推向了绝望。

“老哥，今年你再多承包一点地，
承包 30 亩吧！我帮你向政府申请种
粮大户，手续材料我都帮你负责。”

黄平为老杨制定了一系列的脱贫
计划、巩固计划。老杨越来越依赖黄
平了。现在经济状况好转了，但是他
的脱贫致富计划却永远等不来黄平修
订了。

“这么好的人，怎么就不在了呀！
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老杨低着
头，一直喃喃重复着这句话。

“老哥，等你房子建好了，我一定
要到你家来陪你喝点酒，为你庆祝庆
祝！”黄平之前对老杨是这样许诺的。

房子还没建好，酒也还未斟杯。
待老杨新屋建成，他最想的可能就是
能和黄平一起把酒谈天，聊聊“你最近
过得还好吗”。

对待家人“有爱心”

“婆娘，这次放假，我要带你和儿
子坐飞机去杭州玩，再到北京去，你还
没坐过飞机！”

“好啊好啊！那会不会好晒哦！
我怕晒黑！”

“不会晒黑，我给你打伞啦！”
2018 年 4 月，刚出差回来的黄平

对妻子小马说。
结婚10年，小马对黄平怀着一些

崇拜、一份感激，还伴随着满满的幸
福。在妻子眼中，老公是一个对父母
孝顺，对孩子宠爱，对朋友真诚，对自
己实在的人。

对小马来说，黄平就是她的天。
家电维修、孩子教育、挣钱养家，黄平
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家人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每天
黄平下班总是先检查儿子的作业，再
跑到厨房跟着妻子一起做饭。

“他老是嫌我的菜炒得不好，要自
己来炒。我知道他是怕厨房油烟太
重，心疼我！”

说起黄平，小马情绪悲恸，但更多
的是那份对爱情的坚定。

5 月 18 日早晨，黄平 6 点就起床
出门去食堂给一家人打早饭。当天早
饭是米粉和稀饭，父子俩合吃了一份
米粉，独享稀饭的小马看着父子俩，幸
福溢满心头。屋外小雨沥沥下着，但
也并不影响这家人的和气。早饭后，
黄平出门送儿子上学。送完儿子准备
去上班时，天空突降倾盆大雨。

“婆娘，我衣服被淋湿了，我先把
衣服洗下，都湿透了！”

“你别洗了，放洗衣机里回来我
洗，赶紧换套衣服。我先上班去了
啊！”说完，小马随手关上了家门。

小马万万没想到，这一走，再见竟
然阴阳两隔了！

“我看到他躺在那里，身上穿着的
还是早上的那套淋湿的制服！他肯定
就是用吹风机随便吹了下就去上班
了！”小马喟叹道。

“你老了，我也养你，不要你做什
么……”

“你别化妆了，你怎么样，我都养
你……”

“等我们老了，去乡里住，喂鱼喂
鸡，吃点纯天然的……”

“放假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出去旅
游，玩一下……”

这些黄平不能兑现的话在妻子小
马耳边一遍一遍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