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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
风不可追，
天不可欺。”
——蒋 庆

采由木铎
蕴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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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新必然有活跃的知识产权纠纷，我们在处理这些纠纷时，背后是国内
外创新制度的相互比较与提升。”
——宋鱼水

蒋庆：
平凡岗位筑法魂
汪怡潇
42 封从监狱中寄来的信件；办公桌
玻璃板下信笺纸上“钱不可贪，文不可
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
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36
字人生箴言；“我虽然做不了一盏灯，
但我可以是一滴油为灯添亮”的工作记
录……2004 年在全国向蒋庆同志学习活
动期间，
这些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
1988 年调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人民法院工作的蒋庆，历任书记员、助理
审判员、审判员，先后在刑庭、沙文人民
法庭、经济庭和民庭工作。1991 年被白
云区法院评为先进个人；1992 年被评为
贵阳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1994 至 1995
年 度 被评为贵阳市法院 系统“办 案 能
手”；2004 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追授为“全
国模范法官”
，中华妇女联合会追授为全
国三八红旗手，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追
记个人一等功。
蒋庆用 16 年的职业生涯兑现了对自
己的铮铮誓言：
“当我的法官生涯结束时，
无论是明天还是三十年后，
别人都会说我
的工作是完美的，
我为人类的公平和正义
贡献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
她平凡的
点点滴滴，
为每一位法院人浇筑了公正司
法、
清正廉洁、
司法为民的法魂。
2004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时，严再林
接到妻子蒋庆的同事打来的电话，问他
为什么蒋庆今天下午没有来上班，手机
又关机了，当事人等着开庭。严再林知
道妻子平时严谨认真，不可能让别人等
着她开庭。严再林处理完手头的工作，
心急火燎地往家赶。他意识到可能是出
了什么事，但回到家，眼前的那一幕还是
让他惊呆了。作为一名刑警，看见倒在
血泊中的妻子，他手足无措，脑海一片空
白，只拼命地扯着自己的头发。他懊悔
自己没有早点赶回来，没能在妻子最需
要的时候出现。
案发 17 个小时后，凶手赵某被警方
抓获，是 13 年前（1991 年）蒋庆审判的一
名罪犯。当天晚上同事在整理蒋庆办公
室遗物时发现，在蒋庆办公桌的抽屉里
有 42 封从监狱寄来的信，写信人正是赵
某。
1991 年 16 岁的赵某因犯抢劫罪，被

法官宋鱼水、
“劳模”宋鱼水、全国妇
联兼职副主席宋鱼水、
中央候补委员宋鱼
水……进入法院工作近30年来，
宋鱼水身
上贴了很多“标签”
。不过，法官，
尤其是
知识产权法官，
是她身上最亮的底色。
“咚咚咚……”清脆响亮的法槌声在
海淀区彰化路 18 号的法庭里响起，
“打
开音乐之门”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
一案公开开庭。这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挂牌成立仅一个多
月，宋鱼水任审判长与法官张晓津、侯占
恒审理的一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案
件。
在法庭上与“音乐”结缘，宋鱼水不
是第一次。
1989 年，宋鱼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
业分配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从
书记员一步步干起，13 年后成为海淀法
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正是那时，她与同
事成功审理了《十送红军》著作权纠纷
案。为了审好这一案件，宋鱼水看了不
少音乐入门书，从头学起了音乐。
至今，说起该案，
宋鱼水都常笑着与
同事分享这段“学习”音乐的特殊经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在海淀法院工作的 20 多年，是
宋鱼水成长、成熟的时期，获得的诸多荣
誉没有让她停下探索的脚步，反而激励
着她养成了“工匠精神”
。
为了攻克一道法律难题，宋鱼水和
同事可以到中国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戏
曲学院虚心请教，也可以利用节假日到
天津杨柳青、河北蔚县寻找剪纸民间作
品发源地。
为了给中关村科技园这个全国第一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区的创新发展保驾护
航，宋鱼水和她的同事更是付出了不少
努力。
把时间拉回到 2002 年。
中关村科技园发生了一件某著名学
者诉一家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侵权案。
数字图书馆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
馆 ，从 以 前 的“ 书 上 架 ”发 展 到“ 书 上
网”，数字图书馆的经营者将图书资料扫
描上网，是否需要取得作者的许可？
那时，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不满一
年。
一方面是互联网技术方兴未艾，中
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版图，争夺数字图
书市场成了不少企业的当务之急；另一

2004 年 10 月 19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蒋庆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团
宣讲了蒋庆法官生涯的动人事迹。
资料图片

人物小档案
蒋庆，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法官。在 16 年的职业生涯里，她秉公
执法，一心为民。2004 年，蒋庆被罪犯残忍杀害。蒋庆先后获得白云区法院先
进个人、贵阳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贵阳市法院系统
“办案能手”
“全国模范法官”
全国三八红旗手，
贵州省高院个人一等功等荣誉。

白云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蒋庆
就是这个案子的审判长。单位没有人知
道，从赵某入狱开始，
蒋庆就把他作为自
己的帮教对象，且长达 10 年。在与蒋庆
的通信中，赵某从起初的“我要报复你”
到后来的一次回信中写道：
“原来，每当
我想起自己的刑期，心中就对你有说不
出的仇恨！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除了家
人，你就是我最信任的大姐了，
是你的来
信解脱了我的痛苦和空虚，教我怎样做
人。”
从 42 封信件中可以看出，通过蒋庆
的感化、劝导，赵某从最初对社会充满仇
视，到认识自己所犯的罪，诚心接受改
造。最终，
赵某获得 2 年减刑，
提前释放。
只可惜造成犯罪的因素很多，没有
哪个单一变量是决定性的，赵某的灵魂
扭曲，即使蒋庆倾注再多心血，
也无法唤
回他的良知。

重获自由的赵某，在社会上再次迷
失方向，
作案入狱。刑满释放后，
赵某携
刀进入蒋庆家中要钱。遭到蒋庆的责备
后，穷凶极恶的赵某疯狂刺了蒋庆 12
刀，卷财而逃。赵某走上刑场的最后一
刻，一边流泪一边念叨：
“我好后悔！我
如何去见大姐。
”
“大姐，
你怎么就走了呀。”
一位男青
年悲怆的哭声响彻蒋庆灵堂。他叫裴思
林，1989 年蒋庆从母亲那里得知裴思林
因为家庭困难，准备辍学。了解这一情
况后，蒋庆联系到裴思林的母亲，
“一定
要让小思林继续念书，学费的事我们一
起来想办法。”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蒋
庆，
决定从每月工资中拿出一半，
资助家
境困难的裴思林，一直到他完成学业。
参加工作后的裴思林拿着自己的工资要
还给蒋庆时，蒋庆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你还钱，
你把钱拿回家照顾家人吧。”

蒋庆的母亲裴克骐回忆，蒋庆从小
就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
“她出去买菜都
要买老奶奶卖的菜，而且从来不讨价还
价，
她说老人家太可怜了，
这样的年纪应
该在家里享福的。
”
1998 年 2 月，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颤
颤巍巍地来到蒋庆的办公室。老人身着
一件油腻腻的棉袄，头戴一顶泛着油光
的棉帽，
蒋庆马上跑过去，
搀扶着老人家
走进办公室，
热情地为他泡上一杯热茶。
老人是蒋庆办理的一起赡养纠纷案
件的原告，他孤身一人在贵阳市乌当区
狗场租房居住，
靠采草药艰难度日，
儿子
刚刚下岗，对老人避而不见。蒋庆连忙
安慰他：
“您别急，法院一定为您解决问
题。”得知老人没有吃饭，蒋庆赶紧跑到
附近餐馆为老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
条。送走老人后，
蒋庆到被告家做工作，
最终被告表示愿意赡养父亲。
2002 年，蒋庆在审理一起未成年人
刘某抢劫案时，了解到刘某由于父母长
期离异，
无人管束、误入歧途。于是蒋庆
专门安排了一次庭前谈话。
“你现在已经
16 岁了，应该学会做人，明白抢钱是违
法的，
慢慢学好，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
为了挽救孩子，
蒋庆又找到了刘
某的父母，劝他们千万不要放弃孩子。
当得知学校决定开除刘某时，蒋庆赶到
刘某就读的南湖中学，
并三次拜访校长，
希望学校能够为刘某提供一个改过自新
的机会。
“孩子本质不坏，只是因为父母
离婚无人照管，
才让他误入歧途，
请你们
一定给他一次机会。”最终，蒋庆的执著
感动了校长。校长说：
“你比他的亲生父
母还要关心孩子，
就冲你这份热心，
我们
决定让他回来继续念书。”两年后，刘某
通过努力考上了贵州铝厂技工学校。
蒋庆的父亲参加过剿匪和抗美援
朝，
后来又支援大三线建设，
是一位不折
不扣的革命老人。就在蒋庆出事前不
久，
跟她聊天时，
老人还说起社会上诱惑
很多，让她保持初心。蒋庆当时回答父
亲说：
“您了解我的性格，我是不会利用
职权跟当事人做交易的，无论如何都不
能给法官这个职业抹黑。”
1993 年，蒋庆撰写的《刑事审判不

应成为公诉的延续》，主张对主要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适用退侦，
应由法官及时判决，
宣告无罪，
论述了
法院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把好刑
事案件最后一道关。这一观点与
1997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
“疑罪从无”的立法理念不谋
而合。蒋庆为了守护公平正义，向来
刚正不阿、不徇私情，
诚如她对父亲的
承诺，16 年的法官生涯，没有给法官
这个职业抹黑。
2000 年 6 月，蒋庆的一位朋友来
到她家里，
蒋庆又是沏茶又是上水果，

非常热情。很快，
朋友说明来意，
因为
一起房地产纠纷在打官司，希望蒋庆
能够帮帮忙，
并且“慷慨”
承诺，
只要蒋
庆可以帮这个忙，他愿意出 2 万元钱
帮蒋庆重新装修一下她简陋的家。蒋
庆一脸严肃地告诉朋友：
“你这个忙我
不能帮，
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
就是在
害我，
也是在害你。
”
曾在贵阳市白云区某律师事务所
工作的律师杨小勇回忆，在他与蒋庆
打交道的十几年里，蒋庆从来没有与
他一起吃过一次饭。杨小勇说，他代
理的案子，
只要是蒋庆审判的，
无论胜
诉还是败诉，
他都觉得公正，
赢就赢得
理直气壮，
输也输得心服口服。
在蒋庆 16 年的法官生涯中，白云
区法院纪检监察室从未收到当事人对
其办案不公或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反
映。16 年里，蒋庆从未打听过一起案
件，更没有接受他人请托。她所办理
的 2000 多件案件，件件都是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铁案。

法魂在传承
2018 年 7 月 30 日，贵阳市白云
区人民法院法官王冰青一如往常伏
案办公。她说，今年案件数增长很
快，去年一年她个人收案 227 件，而
今年截至 7 月 30 日，收案数已经达
到 357 件。今年，白云区法院探索
打造全能法官，在刑事审判战线上
工作多年的王冰青要开始办民商事
案件。
“ 加班办案之余还得加强学
习。
”
王冰青笑着说。
2013 年，王冰青审理一起非法
盗窃案时，了解到被告人张林（化
名）是一名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
其中两人未成年，唯一成年的大儿
子钟仁（化名）正准备高考。他在母
亲被羁押期间，
一边照顾弟弟，
一边
继续勤恳学习，在高考时取得优异
成绩，被北方一所知名大学录取。
然而一边是已经离世的父亲，一边
是正在等待法律制裁的母亲，眼看
着钟仁只能向命运妥协，与梦想中
的大学失之交臂。
王冰青立即向院领导汇报，在
全院发起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的捐赠活动，广大干警积极参与之
余还号召亲友一起加入。很快，王
冰青收到了来自法院以及社会的捐

款共 3 万余元。考虑到钟仁当时的
家庭情况，院领导决定这 3 万多元
的捐赠款由两名法院干警代为保
管，
定期转给钟仁，
保证他能顺利完
成学业。
当王冰青去看守所宣判张林一
案 时 ，张 林 深 深 地 向 她 鞠 了 一 个
躬。王冰青说，如今钟仁还会定期
向她“汇报”自己的学习近况，孩子
还在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校了
解他的情况后，为他争取了勤工俭
学的机会。如今的钟仁已经完全可
以依靠自己继续学业。
王冰青只是一个缩影，无数贵
州法院干警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心系群众、
公正司法，
无数不为人知
的感人故事正激荡着蒋庆浇筑的法
魂。14 年前，作为蒋庆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团成员，
在人民大会堂向大家
宣讲蒋庆的先进事迹时，
站在宣讲台
上的王冰青说：
“蒋庆啊！我亲爱的
战友，
你放心吧！你虽然不幸离我们
而去，
但仍会有千万颗像你一样的螺
丝钉在闪闪发光。
”
诚如王冰青所说，
贵州法院的干警们化身为千万颗螺
丝钉，
传承着蒋庆精神，
继续铸造新
时代的法魂。

宋鱼水：
“工匠精神”护创新
张道营

宋鱼水开庭审理
“打开音乐之门”
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
资料图片

人物小档案
宋鱼水，
现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进入法院工
作近 30 年来，
宋鱼水办理了多起
“全国首例”
“全国第一起”
的案件，
被誉为
“辨法析
理、
胜败皆服”
的好法官。获得
“人民满意的好法官”
“中国法官十杰”
“全国模范法
官”
、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

方面是著作权人权益的保护以及刚刚修
改的著作权法，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正被世界放在放大镜下观察。
宋鱼水和同事知道这起案件的分
量，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
在作者和经营
者之间进行慎重的利益平衡。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们认为，
鼓励创造性的劳动更重要，
有利
于尊重知识、
尊重著作权人的利益，
有利于
科教兴国。最终判决，
被告的行为侵犯了
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个案例当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之首，
上
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工匠精神”不仅是细心专注，还要
把准时代脉搏，
与时代同频共振，
大胆创
新、勇于进取，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为了一起民间剪纸作品著作权案
件，
宋鱼水和同事在全国首次使用“诉讼
禁令”
。
为了两家经销杀毒软件企业的不正
当竞争案件，宋鱼水和同事在全国首次
适用“部分判决”
。
……
像这样“全国首例”
“全国第一起”
的
案件，
宋鱼水和她的同事办理了不少，
还
成功化解了“桂香村”
“福满楼”
等京城老

字号商标权纠纷。
宋鱼水常说：
“有创新必然有活跃的
知识产权纠纷，
我们在处理这些纠纷时，
背后是国内外创新制度的相互比较与提
升。”在海淀法院工作时，她就牵头对知
识产权审判流程运行机制改革进行了积
极探索，
减少企业的制度性成本，
充分维
护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2014 年 11 月，宋鱼水到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后，
除了开庭审案，
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制度建设。
在宋鱼水和同事的谋划推动下，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
措。
“打开音乐之门”侵害注册商标专用
权纠纷案就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院
庭长办案常态化的积极尝试。
除此之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在
全国率先探索由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直
接公开开庭审理案件；设置专业法官会
议，
发挥案件咨询和前置过滤作用；
成立
技术调查室，帮助法官着力解决技术事
实查明难题；成立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
院志愿者服务队，引入服务型和专家型
司法志愿者参与诉讼活动等。尤其是
“在先案例”指导制度，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支持和肯定，截至 2017 年底，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已在 816 篇裁判文书中对
“在先案例”
进行援引和评述。
宋鱼水说：
“ 当领导后，不仅要与当
事人打交道，还要多与干警打交道。”多
年来，
她也探索出了一套带队理念。
在海淀法院任职时，宋鱼水就结合
庭里审判人员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
的特点，提倡不以简单的命令指导法官
的工作，而是充分信赖法官、尊重法官，
倡导“崇高的事业，
美丽的心情”，
摸索出
了一条“人文化管理”
的领导方式。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干警的整体素质
也比较高，已有 3 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和 8 名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如何激发

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再出发、再奋斗
的初心使命？
在专业化的院党组统筹下，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了独立自主开展调
研活动的四个专业调研小组和法官助
理、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人民陪审员
等自治委员会，定期召开由全院法官
参加的法官联席会议，
推行“自觉自律
自治”
的法官管理新模式，
让法官切身
感受到职业尊荣感。她和同事还立足
人才建设大局，指导机关党委创新性
地为每个党支部配备了党建联络员，
建立了三级党建联络体系。
宋 鱼 水 是 一 名 真 正 的“ 司 法 工
匠”
，
时刻牵挂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这
份事业，
用她的话说是“愚执”。
2014 年，宋鱼水到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任职时，国内影视行业发
展突飞猛进，业界呼吁保护编剧版权
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宋鱼水与同
事回应业界关切，牵头审理了琼瑶诉

于正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依法保护了
琼瑶女士的合法权益，被影视专业人
士评价为“彰显了原创权利至高无上，
依法守护不可侵害”
。
从业近 30 年，宋鱼水一直向当事
人学习、向同事学习、向案件学习、向
时代学习。
如果有人问，
司法从业者的“工匠
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
的答案。宋鱼水用自己近 30 年的行
动作答：专业专注、求真求源，认真办
好每一个案件，不忽视每一个主体的
利益诉求，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宋鱼水常说，不是她的水平有多
高，
每一份荣誉的取得，
都是团队共同
努力的结果。在成为全国审判业务专
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的今天，
她
一如那个多年前刚踏入法律大门的谦
逊青年，
坚守着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
誓言，
秉持着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初
心，
传承着精益求精、
敢于创新的精神。

岗位变了 初心不变
采风周刊：您在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作为主管人才干部队伍建设的
副院长，
有哪些心得？
宋鱼水：在海淀法院工作时，
大
家就倡导
“崇高的事业，
美丽的心情”
，
探索
“人文化管理”
的领导方式。
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后，在院
党组统筹下，我院成立了独立自主
开展调研活动的四个专业调研小组
和法官助理、
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
人民陪审员等自治委员会，定期召
开由全院法官参加的法官联席会
议，推行“自觉自律自治”的法官管
理新模式，让法官切身感受到职业

尊荣感。
采风周刊：您到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已经三年多了，在新岗位上工
作，
有何感想？
宋鱼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创新。有创新必然有活跃的知识
产权纠纷，
我们在处理这些纠纷时，
背后是国内外创新制度的相互比较
与提升。虽然，我的岗位发生了变
化，
但是，
从事的事业没有变化。还
是要求我牢记初心使命，
专业专注、
求真求源，
认真办好每一个案件，
不
忽视每一个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时
代同呼吸、
共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