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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陕西咸阳中院速裁中心主任李春丽

李春丽做当事人工作。

李春丽和同事研究案件。

聚光灯耀眼的领奖台上，陕西省咸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速裁中心主任李春丽
捧着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的奖状，嘴角露
出微笑。走下领奖台，她轻挽耳旁的碎
发，一丝倦意爬上眼角。

李春丽，一直在挑战自我，立案庭、
民二庭、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法庭，宣教
处、速裁中心，18年间，所到的每一个岗
位都留下了她努力的身影。她说，脚踏
实地，把每一项工作做好，自己的一生才
不会虚度。是的，伴随着她的努力，“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集体”“全国法院网络宣传先
进单位”……这些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
一次次不为人知的付出。

梦想照进现实

1995 年的夏天，骄阳似火，李春丽
收到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系的录取通知
书，懵懂的她走进了法学世界。大四那
年，她来到咸阳中院实习，3 个月实习
期，时间虽短，但却将法律梦想的种子播
在了她的内心深处。

2000 年的春天，万物生长，李春丽
顺利通过招录考试，成为咸阳中院的一
名干警。“我法律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是
立案庭。”在李春丽心中，自己需要了解
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初到书记员岗位，
她积极协助法官做好庭前准备、案件调
查、诉前保全等工作，所协办的百余起民
商事案件，没有出现任何贻误，所从事的
民事案件的立案登记和排期开庭工作从
未出现一件差错。“严谨认真”“时隔多年
注入咸阳中院的一股新鲜血液”……这
些是李春丽留给咸阳中院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在裁判文书上看到‘李春
丽’三个字时，内心特别激动，就默默地
在心里告诉自己，三十岁前一定要成为
一名人民法官。”李春丽回忆着。

终于，梦想照进了现实。2002 年，
也是草长莺飞、万物生长的四月天，李春
丽顺利地通过了全国司法资格考试。次
年 3月，她以第九名的优异成绩被西北
政法大学录取，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在职
法硕学习。2003年 11月，初冬时节，距
离那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暑天已经
过去了整整 8年，李春丽被咸阳市人大
常委会任命为审判员，从此开启了她梦
想的法官之路。

用“心”当好法官

“法官应有一颗善良的心，办案子不
能机械教条的拘泥于法律条文之中。”在
李春丽心中，一直记着带她办案的一位
前辈的话。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
还是书记员。”跟着李春丽的思绪，日历
翻回到 2001 年 8 月，关中大地，酷暑难
耐。李春丽跟着前辈一同去给当事人送
达法律文书，被告住在一个偏远山区，当
翻山越岭远远地看到村庄时，前辈将警
车停了下来，随后步行下到山脚找被
告。李春丽心里纳闷，光明正大的送达，
为什么不直接去村里挨家挨户寻找，还
要穿着便衣？前辈告诉她，这样偏远的
山区，村民的思想意识比较落后，他们觉
得惹上官司是件丢脸的事。小村庄里人
言可畏，我们这样悄悄地送达，对被告造
成的影响会降低一些。李春丽恍然大
悟，按程序办完一个案件简单，但案结事
了却不容易，要同时考虑到一个裁判结
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法律后果，这样
才是一名合格的法官。

2011年，李春丽被任命为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法庭审判长。虽说很多年过去
了，但老前辈的话她一直记得。在一起
三名女工诉咸阳某单位劳动合同纠纷案
件中，家在外地的三名女工，随夫落户咸
阳某单位当清洁工，一干就是十多年。
受政策的限制，所在单位没有给她们办
理养老统筹等社会保险，在机构精简过

程中，解除了与她们的劳动合同。在万
般无奈的情况下，三人凑钱聘请了律师，
帮助诉讼。

受理案件后，一连几天，李春丽翻
阅法律书籍查找有关资料。随后，她多
次同厂里沟通，上门做当事人思想工
作，但三名原告只要统筹社保，不要金
钱补偿。经合议庭合议，维持了一审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判决送达以
后，当事人对她没有丝毫的怨言，只说
了一句：“李法官，我们知道你尽力
了，不怪你！”

案子结了，事情却一直放在李春丽
心中，一年后，咸阳市完善了居民办理社
保的相关新规定，她及时联系了三名当
事人和厂法务部，通过努力，厂里将欠缴
的保费一次性予以补缴，又为她们重新
安排了工作。

“认可”是最优美的赞扬

在办案中，作为一名法官不仅要考
虑个案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要考虑
社会效果。在李春丽看来，案件的裁判
结果是对社会价值判断的合理引导，无
论输赢，要让每一个裁判结果得到当事
人的认可。2011年11月，李春丽受理了
一起返还彩礼纠纷案件，此案得到了咸
阳两级法院的认可。当事人双方都是偏
远山区的农民，二婚的李某嫁给了家庭
条件不好的张某，当初彩礼为 1 万元。
两人在双方亲属的见证下，按照农村风
俗举办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
记。同居后，李某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公
婆，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其间由于劳动强
度过大导致两次流产。张某则长期在外
打工，然而令李某没想到的是，外面的繁
华世界吸引了张某。第二年秋天，张某
从外地回家，将李某赶出了家门，随后，
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返还彩礼之诉。一审
后，女方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

案件受理后，李春丽和合议庭成员
三次到当事人的家中，听取了双方的陈

述。在调解工作无法做通的情况下，李
春丽结合当地民风民俗，认为李某与张
某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李某实际
上已经尽到了一个妻子和儿媳的义务，
遂决定改判女方不返还彩礼。宣判后，
双方都服判息诉。李春丽说，农民不太
懂法律的相关规定，大多数人只会朴素
的、直观的看裁判结果，看结果是否符合
当地的善良风俗，是否符合他们的合理
认知。

接触了大量的婚姻家庭案件后，李
春丽想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让更多人懂
法。此后的工作中，她加强了同妇联的
合作，多次去学校、企业等地讲课，给女
工们进行普法教育，特别是婚姻法解释
（三）颁布后，她带着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法庭合议庭成员给女职工逐条逐句讲
解，使她们对婚姻法相关规定有了新的
理解和认识。

转向幕后，做好法院传唱人
我愿做琴弦
为你弹一首悠扬的歌，
和着你为民的心曲，轻轻传唱；
我愿做帛锦
为你绣一朵向阳的花，
映着你正直的背影，走向远方；
我愿做支笔
为你写下浅浅的诗行，
伴着你辛劳的付出，播散芬芳。
这是李春丽在宣教处工作期间写下

的一首小诗，吐露了她的心声。2015年
4月，根据院里安排，李春丽离开审判岗
位，开始了她宣教处处长的履职生涯，这
对法律专业出身的她来说是未知的领
域、严峻的挑战。新的团队中除了她之
外，五名干警全部出身军旅，清一色男同
胞。全院同志都替她捏把汗，且不说全
新的工作内容，一个小女子怎样适应这
个“特殊”的团队？而就是这个看似柔弱
的小女子，带领着她的宣教团队，开创了
咸阳中院宣传教育工作新局面。

2015 年，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刚
刚兴起，遵循旧的新闻宣传模式，咸阳

中院的官方微信通常都是推送一些会议
报道，形式僵硬，阅读量和关注量少得
可怜，连本院同志都不愿关注。李春丽
来到宣教处的第一项工作就从微信公众
号的运行抓起，派出处里一名同事专门
前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学习微信公众
号内容制作。倾全处之力，边学边做，
这一年的 10 月，在全员加班的一个周
末，咸阳中院官方微信首次以H5的形
式原创推出《法院 秋雨篇》，在优美的
背景音乐下，一首唯美的小诗，将捕捉
到的干警加班瞬间生动地呈现出来，干
警们纷纷转发，好评如潮。之后，咸阳
中院官方微信逐步走向成熟，相继推出

《微信拜大年》《微信法官制服秀》《致
法院女神：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群
星闪耀：咸阳中院璀璨之星》等一大批
画面优美、内容精良、形式活泼的精品
微信，点击量在全省乃至全国法院系统
微信中榜上有名，不仅拉近了大家的距
离，丰富了大家的生活，也进一步增强
了干警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

学习新媒体知识，撰写信息报道，工
作忙忙碌碌，她也干得不亦乐乎。全市
两级法院评价咸阳中院宣教处是一个

“阳光、活泼、战斗力爆表的团队”，宣教
处的人谈起他们的处长由衷地说：“我们
这个看似外表柔弱的处长，小小的，但才
华和品德让你不服不行！”而李春丽则
说：“在这个位置上，我有义务把法院的
工作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院，真
正走进我们法官的工作、生活”。

努力总会得到回报，三年的宣教处
处长生涯，可谓硕果累累。2016年咸阳
中院被评为“全国法院网络宣传先进单
位”；2017年拍摄的微电影——《远山槐
花香》不但实现了咸阳中院微电影制作
零的突破，更在陕西省委政法委、省综治
办共同主办的“全省首届平安陕西微电
影微视频大赛”中取得了三等奖；2017
年，咸阳中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人
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表彰为“在司法宣
传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民法院”。

“干一件事，就倾尽全力去把它做好，
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比自己想象的还
要厉害。”李春丽满脸诚恳地分享着这
句看似鸡汤的人生感悟，但这是她十
多年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越努力，越
幸运。

新身份 新起点 新征程

为适应司法改革和人民群众对司
法工作的新期待和新要求，贯彻落实
省高院关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
革的要求，形成“简案快审、难案精办、
繁简分流”工作机制，2017 年 11 月 9
日，咸阳中院速裁中心成立了。在成
立仪式上，李春丽作为速裁中心主任
作表态发言：“速裁中心将团结一致，
凝心聚力，成为一支积极向上，传递正
能量的审判队伍。”带着这份承诺，她
领着一班人开始了新的征程。

速裁中心接收办理的第一批案
件，从受理到结案共17天。某文化产
业公司与杨某等 11 名商户租赁合同
纠纷案，租赁合同签订后，因各种原因
商户们的生意惨淡，杨某等人要求解
除合同返还保证金，双方为此闹上法
庭，一审判决后该公司不服上诉至市
中院。开庭之前，考虑到涉及县政府
的招商引资项目，李春丽要求法官在
前期做足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当了
解到上诉人公司系民办企业，在创业
之初遭遇资金和客源不足的困难，正
处于起步的瓶颈期，而被上诉人一方
大多为创业个人时，她带领全体办案
同志分别展开调解。开庭审理中，因
为前期调解工作到位，双方的情绪有
所缓和，在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说之
后，帮助他们分析矛盾解决的方法，
最终双方作出让步。这场涉及人数
众多的纷争最终调解成功，也为速裁
中心写下了一个精彩的开篇。

新事物的诞生和发展总是伴随
着重重困难。速裁中心作为新生的

事物，从组建成立到具体运行都没有
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学习，完全是摸
着石头过河。但李春丽带着她的速裁
团队，边摸索边总结，短短半年时
间，从集中分案到开庭分流、到简化
庭审流程再到统一文书制作各个环
节，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速裁
新模式。速裁中心成立半年来，简化
的是程序，未减的是公正与质效。

“我们在审判质量上下功夫，在当事
人的认同上下功夫，同时，把大量的
工作放在案件开庭之前，以此提高整
个案件的审判效率，加快审判进
程。”李春丽说。

走进李春丽的办公室，身后的办
公柜里堆满了厚厚的卷宗，每个卷宗
上都附了案件的阅卷笔录和开庭时
间，明眼人一看，便知晓她是一位细
心、负责的女法官。对于速裁中心 8
名法官手里的案件，她不假思索都能
谈起哪一个法官承办的案件进展情
况，时刻提醒自己要踏稳工作的每一
步。她始终相信，只有争取到当事人
的认同，才能让他们从诉讼中彻底解
脱。

初心如水 静待花开

时光仿佛没有在李春丽身上留下
痕迹，只是赋予她愈加从容淡定、平静
温厚的内心。她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喜欢读书，喜欢用文字记录下所见所
闻。待人热情谦虚，善于发现生活中
的小美好小确幸，从不吝啬对别人的
赞美和夸奖。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实现自
我价值的舞台。无论身边朋友、同事
怎样选择，李春丽始终坚持自己最初
的梦想，默默地奉献着。也许，在别人
的眼里，四十刚过就担任法院的中层，
又带领12人的审判团队，对家庭一定
亏欠太多。但生活中的她，是一个小
鸟依人的女人，结婚十多年来，一日两
人三餐四季，布置房屋、衣物整理，一
样也不落下，这些琐碎的家务劳动，对
她来说并不觉得烦躁和孤单，而是一
种享受和快乐。在父母眼中，她是一
个乖巧、懂事的女儿，成为法官后的她
更让父母发自内心地骄傲，老人对她
的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从不在别人面前说起孩子在哪上
班，是干什么工作的。她曾问过为什
么？父亲淡淡地说：“我们不想给你添
麻烦！”在孩子眼中，她是一个温柔、贴
心的妈妈，总是耐心地辅导作业，陪伴
着孩子一起奔跑、读书，陪他经历人生
中的每一个第一次。她喜欢打扮得漂
漂亮亮和朋友一起喝着咖啡、品着茗
茶；喜欢陪父母聊天，做一桌可口的家
常饭菜；喜欢在闲暇生活中放飞自己
的心情，让内心充满阳光。

从书记员、审判员、审判长、宣教
处处长、到如今的速裁中心主任，一晃
18年，全市“三八红旗手”、全市“优秀
审判长”、“个人三等功”……一个个荣
誉都是对她职业生涯的肯定，更值得
骄傲的是，2015年3月，她所在的合议
庭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代表
全国 200 多个先进集体，李春丽走上
了人民大会堂的发言席。“放下荣誉，
我还是我，一切从零开始。”她像一株
朴素的凤梨花，从发芽到成长，再到灿
烂地盛开，心无旁骛，筑梦踏实，守着
善良的道德底线，初心如水，静待花
开。

“家庭吾之最爱，事业吾之挚爱。”采
访中，李春丽说起这句话，脸上的表情如同
五月明媚的阳光，耀眼却也温柔。在她眼
里，案件无论简单还是复杂，都关系着当事
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她都要求自己吃透案
情，耐心待之，让每一个当事人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裁判文书有长有短，但每一份都反
映着一个法官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所
以她字斟句酌，反复校对，让每一份裁判文
书都呈现着法律的庄重和严谨。

“我始终庆幸，走上社会遇见的第
一个领导是我们主任。她面对工作始
终饱含热情，面对当事人始终耐心认
真，她总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考虑问
题，哪怕再忙，也不愿意让当事人多等
一分钟。”初入职场的“95后”小姑娘谈
起李春丽，总是充满了敬佩。因为李
春丽善良耐心、业务扎实、充满阳光。

无论是在咸阳中院的同事，还是
李春丽承办的案件的当事人，抑或是

她普法宣传的企业女工，大家提起李
春丽，无一不是赞扬肯定。法院的工
作总是游走在各种矛盾纠纷里，面对
的多是社会阴暗的一面。李春丽好像
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耐心去面对这
些。走村入乡，进学校，进企业，凭着
对工作的满腔热爱，借助各方力量，李
春丽默默地为自己甘愿奉献全部热忱
的司法事业添砖加瓦，她用善良的心
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记者：您先后在五个部门工作
过，每个行业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您对所获得的荣誉是如何看待的？

李春丽：尽管闻道有先后，术业
有专攻，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忠诚敬
业、担当作为、尽职尽责就没有做不
好的工作，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赞
誉。我一直把“既要政治过硬，又要
本领高强”作为自己和团队的要求和
标准，带领团队一班人一步一个脚印
地向前走、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以工作业绩赢
得理解和信任，努力实现“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目标，为法治建设营造良好的司
法环境。至于组织给予的荣誉，我只是
将其作为激励自己、激励团队的精神奖
赏，我更看重的是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看重的是人民群众的口碑和评价，这比
任何金杯银杯更有价值含量。

记者：您从事过审判实践，也从事
过新闻宣传工作，您认为审判工作和新
闻宣传工作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

李春丽：我认为，法院的全部活动
都是一种宣传活动。让全社会都知道，
法院的案件是如何办理的，为什么要这
样办理，这样办理的依据和效果是什
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法院的新闻
宣传工作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基本方法，
立案、审理、调解、判后答疑、执行等
各个程序和环节都需要做好诉讼风险提
示和法律适用、服判息诉等宣传工作。

因此，审判工作是以案说法层面的宣
传，而新闻宣传是扩大裁判效应的舆论
引导，审判工作为新闻宣传提供了鲜活
的素材，新闻宣传为审判工作营造社会
公信力扩大了社会影响，使个案的社会
意义和价值最大限度获得尊崇。如果只
埋头办案，可能会陷入就案办案的误
区，也有违“谁执法谁普法”的基本要
求，个案的作用也就很难得到彰显。由

此可见，新闻宣传和审判工作都离不
开正面引导和传递正能量，两者同等
重要。

记者：请您从工作方法层面谈谈
您的经验和体会。

李春丽：李嘉诚总结出 16 字的
做事哲学：“好谋而成、分段治事、
不疾而速、无为而治。”我觉得这也
完全符合我的做事方法。“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做任何事情，首先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深入
细致的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
线，做到心中有数，谋定而后动。
同时，要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和案件
的内部机理，分清轻重缓急，事缓
则圆是一种工作方法，当断不断反
受其乱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关键是
抓住实质，因案件的发展变化，制
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分阶段、
分步骤地进行治理。既要避免矫枉
过正，又要防止过犹不及，做到适
可而止，实现综合治理的最佳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