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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花石人民法庭庭长崔赣

崔赣与同事研究案件。

崔赣做当事人工作。 资料图片

二十年如一日，他始终扎根在基
层法庭；二十年时间，他从一名法律
新兵成长为带领同事奋勇争先的庭
长；二十年磨一剑，他用青春和汗水
诠释着对法律的热爱，对审判事业的
忠诚，他就是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
花石人民法庭庭长崔赣。

他从书记员起步，在基层法庭成
长，先后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法
庭副庭长、法庭庭长；他先后获得

“湖南省青年卫士”“湖南省优秀法
官”“全国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他所在的法庭先后获评“湖南省青年
文明号”“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
进集体”。

在法院工作 20 年来，他总是首选
调解方式办理案件，经常以拉家常式的
方式让群众欣然接受法律观点，案件调
解率达 70%以上，实现了“定分止争、
案结事了、胜败皆服”的目标。20 年
来，他通过诉前调解化解各类纠纷 500
余起，累计审结各类诉讼案件近 2000
件，无一超审限、无一引发上访、闹
访。

记者初次见到崔赣，并没有在他的

身上感受到大多数影视剧中法官的威严
神态，他现实中的样子，正如他的性格
一样——和善，让人愿意亲近。于是，
因为他的自来熟，记者和他有了一次坦
诚的交流。

记者：崔庭长，您为什么会选择这
样一份职业呢？

崔赣：这是深受父亲的影响。我小
时候特别喜欢看爸爸穿制服的样子，看
他坐在审判席上耐心听取当事人的诉

求，看他通过公正裁决，激发了人们对
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就是这些记忆，促
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

记者：是什么让您能在基层法庭坚
持20年呢？

崔赣：说到底是因为对法律的信仰
和对群众的感情。法律人都有把法律的
阳光普照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梦想，
而在广大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对法律
有敬仰却缺乏了解，更不懂得运用，当

他们眼睛望着你，期盼着公平正义
时，你自然而然会有帮他们解决纠纷
矛盾的心愿和行动。

记者：您工作中取得了好的成
绩，但毕竟离家这么远，家里事出力
不多，家人对您有意见吗？

崔赣：俗话说，忠孝难以两全，
我对母亲、妻子、儿子还是有愧对之
心的，但好在他们都很理解我，是我
工作前进的动力。

记者：听说您资助了一个学生，
让您有这种想法的源头是什么？

崔赣：我第一次来到胡梓斌家
中看望他时，他家的情况让我感到
十分震惊。马上就冬天了，房屋却
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冰凉的竹床
上只有一床满是补丁的被褥。当时
我就忍不住流泪了，所以决定帮帮
他。

记者：您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
打算和设想？

崔赣：不忘初心，继续坚守。
因为这里有我 20 年的足迹，因为
这里有我牵挂的乡亲，因为这里是
我的另一个家！

湖南省湘潭县花石镇，是中国著名
的湘莲之乡。北宋周敦颐《爱莲说》有
曰：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
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和周公
笔下的花之君子相媲美。

他叫崔赣，是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
院花石人民法庭庭长，作为一位扎根乡
村法庭 20年，年近不惑的“老法官”，是
怎样的人生契机，使他从一名懵懂青年
成长为百姓满意的人民法官？是怎样的
生活历练，使他尽力排除家务琐事困扰，
心无旁骛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
平？又是怎样的内心定力，使他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放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上，
始终坚守法治的价值追求？

一种信念坚定一份事业

1998年，崔赣成为了湘潭县法院河
口人民法庭的一名书记员。

从到法庭报到的第一天起，崔赣就
提醒自己要做一名坚守法治精神、捍卫
公平正义的人民法官。他刻苦学习法律
知识，努力钻研审判业务，于 2006 年通
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实现了自己的法
官梦。

然而，梦想之旅，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

内心憧憬的手持法槌、严肃威严、惩
恶扬善的法官形象并没有出现在崔赣的
日常工作中。基层法庭艰苦简陋的工作
条件、平淡无奇的工作模式冲淡了崔赣
原有的激情。

正当崔赣处在职场瓶颈，苦于找不
到事业成就感时，一件小事汇集成的一
股暖流，坚定了崔赣扎根基层、安心法庭
工作的决心。

2009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
故，让法庭辖区杨嘉桥镇一对热恋的情
侣陷入两难境地，也让20岁女子小丹差
点精神崩溃。

事发当天，小丹男友小倪从朋友处
借来一辆男士摩托车。为讨女友欢心，
他开足马力疾驰在道路上，不料飞来横
祸，在一个交叉路口，他连人带车撞上正
在其前方行驶的一辆小轿车，因为惯性
冲击力，将位于后座上的小丹摔了出去，
小丹当场陷入昏迷。经过医院全力救
治，小丹保住了性命，但身体落下了伤
残。出院后，小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小轿车驾驶员赔偿相关损失。

在是否追加小倪为被告的问题上，
让仍与小倪保持情侣关系的小丹非常为
难。如果起诉小倪，势必会破坏二人关
系；但如若不起诉他，只怕连最基本的交
通事故赔偿都拿不到，更别说伤残赔偿
了。而小丹的家人则立场非常坚定，一
定要起诉，哪怕追加小倪为被告。身边
的亲朋好友没人能理解她的内心想法，
多方的压力将小丹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她逐渐变得性情古怪，甚至自暴自弃，不
再相信他人劝解。

小丹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万
般无奈之下，他们请崔赣帮忙开导小
丹。此后三个月时间，崔赣成了小丹的
心灵疏导老师。

“于法来说，我支持你起诉。你身体
的伤残，按法律规定应该获得赔偿。从
理来说，你身体今后还要进行后续治疗，
有一笔赔偿费能缓解目前你家庭的经济
压力。从情来说，你不愿和男友对簿公
堂，我能理解。就目前而言，最可行的方
案是你先提起诉讼，最后可以放弃小倪
的赔偿款。”崔赣的办法让处在混沌中的
小丹茅塞顿开。

案件结案后，小丹既获得了事故赔
偿款，也成功保住了自己的爱情。

“崔法官，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
使我没有因为现在面对的事情，而失去
对别人的信任。”案件执行到位的那天，

小丹给崔赣发来这样的短信。
时至今日，崔赣还保存着这条短信，

这是他前进的动力，让他不再气馁，不再
怀疑自己的选择。

一片耐心维护一方和谐

崔赣不仅是同龄人的知心人，也成
为了老年人的和事佬。

宋大爷 1984 年通过村民介绍与丧
偶的郑大娘结合在一起。两人相濡以
沫，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本
该颐养天年之时，却因孩子的家庭问题
闹起了别扭。倔强的宋大爷一气之下干
脆搬到牛棚里，一住就是大半年，2010
年秋末，到法庭起诉离婚。

在与两位老人的交流中，崔赣发现，
其实他们都很留恋彼此之间多年来的感
情，但两位老人却总为一些家庭琐事互
相指责，述说起对方的缺点时更是没完
没了。

调解中，两位老人性格固执，动辄发
点小脾气。崔赣耐着性子听完他们的故
事后，认真为他们归纳总结诉请事项，提
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的建议。但每每
双方快要达成一致意见时，宋大爷或郑
大娘又因一句不经意的话激起对方反
感，调解总是功亏一篑。

随着调解时间的拉长，两位老人对
崔赣逐渐不信任起来。他们认为崔赣太
年轻，没多少历练，处理不好他们的矛
盾。听到老人这样的话，崔赣心里的委
屈没处诉。

“为什么他们讲的我觉得不是事，我
讲的他们又难以接受呢？”崔赣反复琢
磨，“这说明我和老人之间有代沟啊！既
然我做不来这事，我为什么不可以请两
位老人的朋友来试试看呢？”

说做就做，崔赣通过村组请来了两
位老人的朋友一起来做工作，效果立竿

见影。在和老朋友的絮叨中，两位老人
放下了他们积郁的烦心家事，面子又得
以体面维护。最终，在众人的撮合下，两
位老人调解和好。

在签下调解协议当天，宋大爷和郑
大娘紧紧拉着崔赣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崔伢子，真是谢谢你。要不是你的
坚持，此刻，只怕我和老伴已经离婚了。
我当时找你其实并不是真的想离婚，就
是争一口气，还好你帮我保住了我的
家！”

看到两位老人布满皱纹的笑脸，崔
赣感到十分开心，也深深体会到了做一
名法官的快乐和价值。

此后，崔赣还接触了许多这样的当
事人，他们都将崔赣当作亲人挚友，向他
述说深埋心底的想法。而崔赣也是一次
次为他们给出最为合宜的建议，让他们
在人生路上不抱有遗憾。

一份责任规范一个行业

花石镇是全国最大的湘莲生产基地
和莲籽贸易集散中心，是名副其实的“湘
莲之乡”，尤其是每年10月，是湘莲市场
最为热闹和繁忙的时期，劳累了一年的
乡亲们也盼着能换来满意的收获。

2011年10月的一天，花石法庭出现
了一位特殊的当事人。

“崔庭长，快帮帮我！我的钱没了！”
男子姓胡，是湘莲市场内的一名经

销户。此刻，他头上的汗珠大颗滴落，神
情焦急万分。

胡某从包里拿出一沓出货单。这些
货单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满伢
子，除此之外就是一连串的数字。胡某
解释道，这人是他今年经人介绍认识的
一个外地商客，已在他这里拿了几批湘
莲了。之前还会陆陆续续支付货款。可
等到交易进入后期，满伢子大批进货后

却一直没给货款。根据统计，现在满伢
子所欠的金额已超 50 万元。胡某也曾
试图寻找，但苦于没有满伢子的任何身
份信息，甚至连他的全名都叫不出来。
情急之下，他只好找到法庭，希望法官能
帮他挽回损失。

听完胡某的讲述，又翻看完一张张
出货单，崔赣一时也愁眉不展。

“你将这些出货单留下，我仔细看
看，明天我再和你一起去湘莲市场开展
后续调查。”

第二天，崔赣和胡某一起来到湘莲
市场，多番打听后发现，这个满伢子很多
人都认识，但都不知道他全名叫什么。
除欠了胡某的货款外，满伢子还在其他
5名商户中拿了货没给钱。

没有明确的被告，胡某只能先行撤
诉。正当崔赣准备着手向莲户们开展购
销合同方面的普法宣传时，法庭又陆续
受理了7起湘莲贸易合同纠纷案件。从
商户们反映的情况中，崔赣了解到还有
多起纠纷因被告下落不明，没有基本证
据无法起诉。

湘莲贸易纠纷数量之多和涉案标的
额之大让崔赣揪心不已。他带领法庭干
警开展了深入的走访活动。通过一个多
月的走访，崔赣了解到在花石镇这个全
国最大的湘莲集散地，莲户们居然一直
保留着传统的交易习惯，做生意主要凭
个人信用，基本不注重购销合同的签订，
导致了贸易纠纷频发且维权困难。

找准了源头，崔赣立即向当地党委
政府和花石湘莲协会提出了规范交易习
惯、建立诚信及质量档案、联合调处纠纷
等五点司法建议。此举得到了湘莲协会
的肯定，也引起了花石镇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并逐条进行整改，对行业交易行
为进行规范。崔赣所提建议的落实，不
仅帮助莲户树立了法律意识、交易安全
意识和市场交易规范，有效地预防湘莲

贸易纠纷的发生，而且将矛盾纠纷解
决前置，最大程度保障了莲户们的经
济权益。

2011年年底至今，花石法庭未再
受理过关于湘莲贸易的任何纠纷。花
石的莲户们都说法庭这些办法好，服
务到家，感觉更安全了。当年的这条
司法建议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优秀
司法建议。

一片爱心赢得一片点赞

“崔叔叔，感谢你，是你让我知道
寒门学子也能追求梦想。”这是 16 岁
男孩胡梓斌最想对崔赣说的话……

刚到花石法庭不久，崔赣得知在
法庭驻地附近有一个十分可怜的小
孩，他就是胡梓斌。胡梓斌5岁时，父
亲因意外去世，只留下一个身体残疾
的母亲陪伴着他。没有固定经济来源
的母子俩靠政府救助和街坊邻居接济
度日。崔赣说，他第一次来到胡梓斌
家中看望他时，对这个家庭的贫困程
度感到十分震惊。一栋破败的土砖屋
内，竟找不到一扇完整的窗户。当时，
正值深秋的湖南寒气袭人，母子俩却
挤在一间狭小昏暗的房内，简易的竹
床上只有一床满是补丁的被褥，这就
是这个家庭过冬的全部行头。

尽管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艰
辛，但胡梓斌却从不气馁，眼神中透露
着无比坚韧。

仅凭这一个眼神，让崔赣打心底
里认定了这个孩子。“我来帮助他！”没
有过多的话语，崔赣成了胡梓斌的“叔
叔”，开始了时至今日的守望助学。

胡梓斌有学习上的困难，找崔叔
叔帮忙；有生活上的麻烦，找崔叔叔解
决；有人生路上的疑惑，还是找崔叔叔
谈心。胡梓斌就这样读完了小学、初

中……
2016年，胡梓斌又以优异成绩考

入了全省重点高中。成绩放榜的那一
刻，胡梓斌既高兴又有些惆怅，他第一
时间拨通了崔赣的电话。

“崔叔叔，我考上重点高中了！”电
话中的胡梓斌语调轻快，但情绪并不
激动。

“恭喜你！但今天你怎么声音有
些不一样？不开心吗？”崔赣关切地问
道。

电话那头的胡梓斌陷入了沉默。
“别气馁，考上高中是件好事，我

晚上到你家来看看你。”挂完电话，崔
赣立即拨通了胡梓斌家所在村组负责
人的电话了解情况。

原来，早在成绩单下发之前，村支
书考虑到胡家情况，特意和胡梓斌深
聊了一番，希望他能放弃就读重点高
中的想法，转读师范类中专院校，这样
家庭经济负担会比较轻，也能尽早参
加工作。

知晓原委后，崔赣下了班立即来
到胡梓斌的家中。通过和他聊天，崔
赣能体会到，小斌内心是非常渴望就
读重点高中，进而圆大学梦的。

看着眼前这个带有一丝倔强的孩
子，崔赣安慰他：“虽然家境贫寒、物质
匮乏，但精神财富不能空。咱们就读
重点高中，崔叔叔支持你。”

当年，崔赣自掏腰包凑了 4000
元，为胡梓斌交齐了学费和生活费。

现在，胡梓斌虽然寄宿在学校，但
总会定期拨通崔赣的电话，他总有许
多话和崔叔叔说。

一份耐心成就一同进步

崔赣是孩子眼里可爱的“崔叔
叔”，也是同事眼中可敬的“崔庭长”。

2012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谭琪
弋被派到了花石法庭。那一年，她才
23 岁。刚开始，面对审判工作，她觉
得似乎无从下手：学校学到的法学理
论在乡村基本用不上，向群众解释法
律他们基本听不懂，当事人的诉求基
本就如一团麻，组织调解时当事人基
本不听她说话……

谭琪弋的苦闷，崔赣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回想二十年前的自己，又何尝
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当年的老法
官耐心细致地传帮带，自己可能就放
弃了法治梦想。

如今崔赣也是一位“老法官”了，
把年轻的同志扶上马，还要再送一程，
这一直是基层法庭代代相传的好传
统。于是，小谭掌握不了庭审控辩节
奏，崔赣就让她先行尝试，待到庭审结
束后再告诉她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小
谭写不好裁判文书，崔赣就耐心在她
写的文书上一一修改和注解，并手把
手教她写文书的要领；小谭遇到无法
调解的乡民之间的矛盾，崔赣总会第
一时间在她后方出现，将矛盾从激化
的边缘力挽狂澜，再倾囊相授调解技
巧……

几年的时间，谭琪弋迅速成长起
来，如今已成为了所在法院最年轻的员
额法官，还被提拔为河口法庭副庭长。

“一品青莲若为官，光风霁月伴清
廉。世人都学莲花品，官自公允民自
安。”荷花深处，净土之上，崔赣追寻着
司法为民的理想，成为了扎根莲乡的
法律守护人！

初见崔赣，没有想象中法官的威严，
他的样子，一脸和善，正如他的性格，随
和安然。

作为广大基层法庭法官的一员，他
代表法院驻守在司法为民的最前沿、化
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是最深入百姓的
法治“触角”。“基层法庭离群众最近，最
接地气，待在法庭能更好地为群众排忧
解难，我心里真正感觉到充实。”这是崔
赣发自内心的言语。

二十年的法庭工作，让崔赣意识到，

偏僻农村的群众，法律知识非常欠缺，
法律专业用语对他们而言，艰涩难懂，
基层法庭的法官必须担负起让法律平
民化、司法大众化的职责，让法律走进
大众生活，让“法言法语”融入乡俗民
情，才是“司法为民”承诺的最好注脚。

“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是基于对
法律的信任。这些纠纷，大到一辈子
挣来的辛苦钱，小到家长里短鸡毛蒜
皮。当我查明了案件事实，从中找到
了一个平衡点化解了双方的矛盾纠

纷，有时候甚至是化解了两家人的仇
恨的时候，这种成就感是让我最自豪
的。”崔赣如同所有扎根在基层法庭的
法官一样，一直坚守心中的信念，用公
平正义守护着这片乡土人情的安宁。

“我是法官，是法律的守护人。在
这片莲乡故土上，我要当公平正义的
捍卫者，社会矛盾的休止符。这就是
我的事业，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
甘愿付出一生，追求的人生价值。”崔
赣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