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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兰：倾情回报人民养育之恩
本报记者 段春山 本报通讯员 崔晓翕

黄学军：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
本报记者 周 琦 本报通讯员 孙 楠

黄学军给当事人做调解工作。
欧伟平 摄

为了处理好一起民事案件，金桂兰在河边找到当事人，了解案情做调解工
作。 资料图片

人物小档案

金桂兰，女，朝鲜族。生前先后任宁安市人民法院东京城人民法庭助理审
判员、审判员，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宁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被
授予“时代先锋”“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称号，是党的十七大代表。

【语 录】

人物小档案

黄学军，女，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被授予
“全国三八红旗手”“2005中国法官十杰”“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女法官”等
荣誉称号，被中宣部、司法部、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生命的烛光 前行的灯塔

“我是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
——金桂兰

“新时代的法官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找准自身职能与人
民司法需求的结合点，在不断创新工作措施、扎扎实实提升办案实效的过程中，
提升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黄学军

走进黄学军的办公室，办公桌上除
了各种行政公文和法律文书还有一叠叠
的案卷，一件打理得很整齐的法袍挂在
身后的柜门上，特别显眼。

自 2010 年担任广东省佛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之后，黄学军分管着五
六个部门，每天光是参加各种各样的会
议、批阅行政公文、签发法律文书就够她
从早忙到晚了。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
她就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法官，审理案件
是她的本职工作。

10年前，黄学军就因为善于灵活运
用调解，保护弱势群体，被誉为“最善于
定分止争的法官”。如今，走上领导岗位
的她，穿上法袍，坐在审判席上，仍然保
持着当年的办案风格。

2017年，佛山一家公司外地销售网
员工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将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并赔付高额的赔偿款。一审法院判决公
司继续履行合同，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案件分到了黄学军手上。在认真翻阅了
案卷后，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黄学军立
即觉察到这起案件的敏感性：当事人明
知道公司要撤场，还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提出很不现实的高额赔偿，并到当
地的信访、综治等部门多次上访，给公司
施加压力，如果处置不当，当事人很可能
会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于是，她提醒
书记员多留神，在跟这名当事人沟通时
要耐心、细心。她自己则是本着一贯的
工作方法，反复跟当事人进行沟通，释法
说理，并多次跟当地的镇街、信访、综治
部门联系。刚开始，当事人很偏激，坚持
自己的诉求，还不断提出其他无理的、过
分的要求。黄学军很有耐心地反复向他
解释：“公司已经撤场，继续履行合同已
经没有可能，而且，你提出的赔偿金额太
高，完全不现实。”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其
他要求，则是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黄学军的耐心、细心和诚恳打动了当事
人，当事人终于同意调解，这场纠纷得到
圆满的解决。

“这起案件的调解是费了很大劲的，
电话都不知道打了多少，双方对最后的
结果都很满意。”该案的另一名合议庭成
员、民四庭副庭长周芹在回忆该案的办
案过程时，表现出对黄学军由衷的佩服。

“作为一名法官，扎扎实实地办好每
一个案件，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无论是
在什么岗位，这是黄学军对自己的要求。

2011年以来，黄学军担任审判长及
参与审理的案件多达 200 多件，大部分
是重大疑难复杂和棘手的案件，其中包
括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与奇瑞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等。

“审理每一个案件，首先要公平公
正、合法合情合理，同时也要注重社会效
果。”这是黄学军一直以来的办案理念和
追求。她的这种理念和追求深深地影响
着她的同事们。

法院的立案、审判和执行各环节，因
专业分工不同，各部门在职能行使中，虽
能各司其职，但协调配合不够。同时职
能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了工作效率。
2014 年初，黄学军分管立案、民商

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当时，院党组经研
究，决定让她牵头来理顺关系、明确责
任，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

接到任务的黄学军率领民事审判、
研究室、审管办、执行局等部门的业务骨
干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和考察学习、研究
理论文献、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关于
加强立案审判执行协调配合工作规程》，
妥善解决了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
的问题，增强了全院立审执工作的整体
性、协调性和同步性。

2016年，佛山中院党组决定按照高
起点划分、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要求的原

则，推动诉讼服务中心升级改造，黄学军
被院党组任命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前期调研、规划设计、施工改造、试行
验收等每个环节都倾注着黄学军和她的
同事们的心血。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佛山
中院的诉讼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建成了实
体虚拟、网上网下、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一
门式、综合性、立体化”诉讼服务新平台，
并在全省法院作经验介绍和推广。

不仅如此，在黄学军的牵头下，佛山
中院先后出台和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和指导性意见。

正是这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指导性文
件，逐步使佛山中院民商事审判的各个
领域和环节得到了规范和完善。

严谨、较真、细致是黄学军的工作风
格，无论是办案，还是处理政务，她都是
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她的

“下属”们。在同事们的眼中，黄学军对
工作追求完美，近乎苛刻。

“报给黄院长的每一份文件，我们都
要反复审核、校对，尽管这样，她也经常
给我们指出问题、挑出毛病。”民三庭副
庭长郑正坚深有感触。

有一次，民三庭起草了一份白皮书，
全文有几万字，从起草到成文，经过反复
斟酌、修改、校对，然后送黄学军签发。
黄学军用一周的时间，把白皮书从头到
尾、逐字逐句地审定了一遍，用笔在书上
作了多处修改和更正，连几处标点符号
都没有放过；有些改动的地方，怕同事们
看不明白，还用便签纸注明修改的理由
和意见。

“我拿到审改过的白皮书，看到被修
改过的细节，心里很愧疚，也很折服，黄
院长这份认真和严谨，也时刻提醒着我
们。”后来，郑正坚在民三庭的会议上经
常会讲起这件事，以提醒和教育大家。

“凡是送给黄院长阅的稿子，我都会
反复看过，有时在送去她办公室的路上
都要再翻一遍，就怕其中还有错漏。”吴

健南因为做过黄学军的书记员，深知
她认真的工作作风，因此也非常注意
细节。

与工作中的严肃、较真相反的是，
私下里的黄学军在同事们的眼里是一
位和蔼可亲、人情味很足的大姐。

因为在佛山中院工作时间长，上
上下下都跟黄学军很熟，加上她又很
和气、没有架子，大家都喜欢找她聊
天、诉苦，甚至提意见、谈看法。私下

场合也没人把她当院领导，都是“军
姐”长“军姐”短地叫着。

一些刚进单位不久的小年轻也喜
欢往黄学军办公室跑。因为黄学军每
次跟他们谈完工作后，都会再聊上几
句，问问“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
难”“要注意身体”等嘘寒问暖的话。

“我还真没觉得自己是个什么领
导，跟大家一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法
官。”黄学军很真诚地笑着说。

“金桂兰是我们宁安法院的一面旗
帜。”7月 31日，在前往“时代先锋”金桂
兰工作过的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东
京城人民法庭的路上，该院院长张翼宏
对记者说。

宁安市是金桂兰精神的发源地，宁
安市法院在东京城法庭建设了金桂兰纪
念馆。记者走进了纪念馆，“我是农民的
女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报人民的养
育之恩”，一行红字直映眼帘。张翼宏
说，金桂兰说的这句话，是她一生的坚
守，也是教育我们干警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的生动教材。

图片、实物、文字，忠实地记录着金
桂兰光辉的一生。2004年，黑龙江省委
授予她“心系百姓的好法官”，同年，中宣
部授予她“时代先锋”。2007年，她当选
党的十七大代表。2012 年，她因病逝
世，最高人民法院发来唁电：金桂兰同志
为人民司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和宝贵生命，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时代
先锋”和人民法官的杰出楷模。

“每年，来金桂兰纪念馆参观学习的
人很多。到法庭办事的群众，也都会自
发到金桂兰纪念馆看一看心中的好法
官。”东京城法庭庭长白云告诉记者，社
会各界还创作话剧等文艺作品纪念金桂
兰，7月18日，电影《金桂兰》在宁安市开
机。

大德无碑，大象无形。谁把老百姓
放在心中，老百姓就会把她铭刻在心
中。中央电视台曾在给金桂兰的颁奖词
中写道：“情操塑成百姓口碑，生命定格
百姓利益。”

走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美丽的牡丹
江畔和镜泊湖边，处处可闻“心系百姓的
好法官”金桂兰的传奇故事。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是记者走访每一位亲历
者听得最多的故事。

1990年，33岁的金桂兰由镇政府转
到东京城法庭任审判员，此后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刻，她都在审理“三农”案件、化
解农民纷争的审判前线。她终生追求案
结事了，审理 1000 余起民事案件，无发

回重审、改判，无超审限，无上访缠诉，
90%以上调解结案。

东京城镇是“渤海国”遗址所在地，
这里80%的人口是农民。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沉睡千年
的土地，农副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纠纷逐
渐增多，法律维权意识逐渐觉醒，农民日
益渴望法律定分止争。当时，东京城镇
内有这样一段顺口溜：“俺们有位好法
官，大事小情她都管，谁家有啥闹心事，
就去法庭找桂兰。”

“是金法官把我家的案件调解好了。”
十多年前的一起家事纠纷，宁安市镜泊乡
王老汉至今还记在心里。他对记者说，在
我们村，金法官就是响当当的名字。

那一年，王老汉要种玉米，儿媳妇要
种黄豆，家里因此争执不断。认为儿女

不听话，王老汉来到法庭找金桂兰，告孩
子不养老。“我一个老农民，没有文化。
金法官没有嫌弃我，给我领到了办公室，
倒了杯热水，劝我先消消气，孩子啥事做
错了，能不能和她说说？我看金法官态
度好，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就把家里的矛
盾一股脑儿说了。”

第二天，金桂兰对这起纠纷进行调
解，耐心说法说理。子女给王老汉赔了
礼，王老汉气消了。案子结了，没想到金
桂兰又帮他们算起了经济账，分析种玉
米还是种黄豆赚钱多。“我不能总认老理
儿，我的弯儿也转了过来，孩子们的想法
有道理。我同意了孩子们种黄豆的想
法。当年还真丰收了，卖上了好价钱。”

“金桂兰办案有一股子劲儿，解决纠
纷就要挖到病根。宽容、理解、耐心和尊

重，这是她在审判实践中练就的职业素
养。”宁安市法院副院长关继伟说，她能
把枯燥的法律条文掰开了、揉碎了，变成
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这
种朴素作风深受辖区群众喜爱。“当时的
牡丹江市委书记马晓林还评价她是全市
最有温情的干部。”

记者从宁安市法院宁西人民法庭副
庭长刘文阁的书柜里，拿到了一本记述
金桂兰事迹的书籍，有一张照片，是金桂
兰和一位农村妇女在河边洗衣服。“这是
她在做案件当事人的工作。她就是这
样，为了解群众的真实意愿，自己走遍山
村的每一个角落，走到群众身边办案，一
些案件就是这样解决的。因为老百姓相
信身边的法官。”

刘文阁说，金桂兰的好人缘是出了
名的，接地气也是出了名的。对待当事
人像亲人那样聊家常、谈案子，苦口婆心
做释法解疑工作，调解了一起又一起民
事案件，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金桂兰是朝鲜族人。有群众说她
就像美丽的金达莱静悄悄地开，向四季
传递春天的消息。“她身患疾病，关显荣
老汉就上山为她采蘑菇治病。五丰村的
老人李会善还给她送来亲手缝制的厚棉
裤。这就是和群众心连心。”

2006 年，“金桂兰精神暨人民法庭
审判方法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与
会专家对金桂兰创造的利益平衡法、亲
情感动法、法律权威法、个人魅力影响法
等调解方法给予了极高评价。一位教授
赞叹“金桂兰的审判方法非常适合在农
村法院推广”。

空旷的农村原野四周寂静，天上飘
着鹅毛般的雪花。一位妇女使劲地挥着
棍子，撵着扑上前来的几只恶狗……

这个场景，金桂兰的丈夫、牡丹江师
范学院退休干部李永春至今仍不时地梦
到。他说：“那天是一个周末，金桂兰打
电话要我陪她到偏远的牛场村送传票。
我到家已是晚上 6点多了，她等不及就
一个人先走了。那天，气温零下30多摄
氏度，还下着大雪。我在黑暗中踩着厚
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牛场村

赶。走着走着，就看到了金桂兰一个
人拿棍子对抗几只恶狗。事后，金桂
兰对我说，被告是个生意人，刚从外地
回来，明天就要走，如果不抓紧时间将
传票送给他，案子就不好处理了。”

法庭就是金桂兰的家，老百姓就
是她的亲人。为了案件，她是“拼了命
的”。

李永春与金桂兰的家在牡丹江
市，离金桂兰工作的东京城法庭有 80
多公里。从家到单位，需要坐汽车、火
车倒上3次。金桂兰平时就住在法庭，

与李永春成了“周末夫妻”。农村农闲
季节是矛盾爆发的高峰期，此时，金桂
兰一两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

“长年的操劳和生活无规律，她患
上了乳腺癌、胆结石、白内障、胃病、咽
炎、风湿等多种疾病。她做了 7 次大
小手术……”李永春哽咽不能语。

她的同事关向英说：“金桂兰真是
一个铁法官。”2002年至 2004年 3月，
关向英和金桂兰住一个宿舍。金桂兰
白天开庭，晚上写文书，常常工作到深
夜，第二天照常上班。乳腺癌手术后，
金桂兰的右臂肿胀得比左臂粗一倍，
连写字都困难。胆结石手术的刀口又
一直不愈合，流出的脓水时常把衣服
都浸透了。有一次，她看到金桂兰偷
偷回到宿舍，自己往外挤脓血，“当时
我被吓坏了，要带她去医院。她却不
在意地说：‘没事，把脓挤出来就好
了。’然后，像没事人一样，又回到办公
室调解起案件来。”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史馆
内有一个展区是为金桂兰留出来
的，那上面铭刻着：“用生命的烛光
实现对光明的追求。”这也是金桂兰
精神的缩影。

牡丹江中院将金桂兰精神确定
为“法院精神”。

李一男，金桂兰的儿子，现在
是牡丹江中院的一名司法警察。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是一个要强
的人，总是拼了命地工作。对待病
魔，妈妈也是咬着牙坚持。我从来
没见她掉过一滴眼泪。”李一男
说，如今他继承了母亲这份光荣而
神圣的职业，要像母亲那样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恪守法律。“我就
是她生命的延续。”

“金桂兰的工作方法，您现在在
用吗？”

刘文阁，获得全省法院调解能
手称号，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金
桂兰精神就是宁安法院的本土精
神，是一种最接地气的精神。我接
触的案件当事人绝大多数都是普普
通通的农民，他们对法律知识不了
解，对法律条文不熟悉，我就用金桂
兰工作方法去深入基层办案，像她

那样多办案、办好案，让人民满意。”
李仲斌，牡丹江中院民一庭审

判员，是全省法院办案标兵。他还
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了金桂兰
的事迹。

李仲斌说：“金桂兰精神是一个
时代的丰碑。她时时刻刻把老百姓的
利益放在自己的心上。为了化解纠
纷，她经常深入百姓的田间地头，常
常坐在农家的炕头上，不厌其烦地劝
说当事人。我从通过司法考试到成长
为全院办案数量排名靠前的法官，金
桂兰精神就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我
们民事法官要学习她对人民的热爱、
对党的忠诚、对法律的信仰，在法与
情、法与理、理与情的关系中找准每
一个案件的平衡点，让冰冷的法条成
为老百姓心中的主心骨、压舱石。”

法治就像一条潺潺的流水，滋
润着黑土地老百姓的心田。

一名群众读了金桂兰的事迹后
给法院写来了一封信：“一个基层的
党员干部，在生命的河流遇到冰冻
甚至面临断流的时候，她的选择是
义无反顾，她的追求是工作不止，她
的价值是用生命的烛光实现对光明
的追求。”

我是1988年进入法院工作的，
担任了 20 多年的民事法官。在这
20多年里，透过法庭这一窗口，深刻
体会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
巨大发展变化，也见证了在改革大背
景下司法体制的发展变迁。同时，也
深深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秩序的重
构、价值的多元给人们思想和行为带
来的改变，以及由此投射到司法审判
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许多矛盾、问题的产生往
往受历史背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在司法审判中，如果单纯
从法律技术角度去分析、处理，有时
难以有效解决，甚至会引发更多问
题。作为裁判者就要对国情、社情、
民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既善于从
法律视角依法办事，又善于从社会
视角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信服法律
权威。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法官的
时代角色需应时而变，除了要当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之
外，还应做好社会价值规范的引导
者。要更加珍视司法裁判对社会行

为的规范和指引作用，通过典型案
例表明司法的态度，从而引导人们
对社会生活中一些行为进行价值判
断。像佛山中院审理的“芭蕉案”以
及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电梯劝烟
猝死案”等，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引
起热议和关注，反映了当前社会发
展转型时期人们的权利意识、法律
意识、道德意识、社会意识的交织碰
撞。这些问题诉诸司法解决，那么
司法机关就需要通过司法裁判给予
当事人，甚至是社会公众一个正向
的价值引导，这一过程中，法官就要
承担好这一角色，在司法裁判中就
要作出这些考量。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推进司法
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应是衡
量改革成效的标尺。以此为初衷，
我认为新时代的法官要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找准
自身职能与人民司法需求的结合
点，在不断创新工作措施、扎扎实实
提升办案实效的过程中，提升人民
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和认同
感。 （黄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