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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奔跑吧，书记员
□ 刘 月

一吐为快

□ 叶 茵

一位宝妈法官的呢喃 “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审判回忆录

□ 陈石波/口述 陈小漫 颜映丰/整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走私肆虐成风，广东省海丰县尤为泛滥。与此同时，打击走私贩

私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被查获的走私物品在缉私物资仓库堆积如山。

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同时兼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正是这个身份为他贪腐提供了便利，让

这个南下干部在临退休之际走上了不归路。

王仲案庭审照片。 （来源：汕头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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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今年3月，你来到
了爸爸妈妈身边，给我们带来了不
曾有过的满足，每天忙碌着，快乐
着。

几个月产假匆匆结束，妈妈又
回到了工作岗位，开启了“法官+妈
妈”的超级模式。每天清晨，你的哼
哼唧唧就是我的不定时闹钟，睡眼
惺忪地起床给你换尿布、喂奶、洗
脸。到了单位，妈妈像战士一样顽
强地抵抗睡眠不足带来的困意，开
庭、调解、调查、学习、撰写法律文书
等等，所有的工作都要尽可能高效
完成。一下班，又火急火燎往家里
赶，常常还没进门就听到了你嗷嗷
待哺的哭声。遇到加班时，回到家
看到你因为找妈妈而哭成大花脸，
更是心疼不已。以前下班回家最爱

“葛优躺”，现在“父母的陪伴将决定
孩子的一生”的育儿理念却让我不
敢懈怠，再累也要打起精神陪你笑
陪你闹，还要无数次深夜起来哄你、
照顾你，循环往复，然后又开始新一
天陀螺般的旋转。

亲爱的宝宝，做一名称职的法
官是不轻松的，妈妈每天都要忙于
各种纷繁复杂的案件，要持续不断
地进行专业学习，要加强沟通调解
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要面对当事人
的指责谩骂却心平气和，要对每一
个案件终身负责。有了你之后，要
做到这些显得越发艰难了。可妈妈
仍然要求自己，不因为做了妈妈而
影响工作，也不因为工作而忽视对
你应尽的责任。

亲爱的宝宝，妈妈也许不能像
其他妈妈那样全身心照顾你，但每
一天都会尽可能陪伴你；妈妈也许
不能做一个每天都陪你做作业的妈
妈，但会努力工作，让你学会做一个
勤勉、自律、有价值的人；妈妈也许
不能让你上最贵的学校、用最贵的
名牌，但会认真微笑，让你相信生活
是阳光和美好的……

亲爱的宝宝，让我们一起加油，
希望你长大后会觉得，有个当法官
的妈妈，其实真的还不错！

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律师
事务所工作了一年，然后考入了法
院，现在是民事审判庭的一名书记
员。做律师的时候经常需要到外地
出差，时常羡慕法院朝九晚五的稳
定工作，但进入法院成为一名书记
员以后，我才真正了解法院人肩上
的担子与责任，以及每天的辛苦与
紧张。对于一名新人来说，最基础
的书记员工作也需要认真学习、反
复练习才能胜任。

或许面临工作的挑战本就是青
年时期的一种姿态，是青年人朝着
阳光奔跑的力量。

在书记员岗位上可能做不出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很少能够
赢得鲜花和掌声，但书记员工作是
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执行法定诉讼程序、完成审判任
务、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
等各项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

书记员职责履行的好坏，对能
否如实反映整个审判活动的情况，
对案件能否准确、合法、及时地审
理，影响较大。书记员的工作质量
和效率，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审判工
作。

对于新入职人员来说，在书记
员岗位工作是难得的学习机会。这
是一段宝贵的时间，可以观察、学
习、思考、探索；这是踏上审判事业
的第一步，从此在时光荏苒中明辨
事理、坚定初心。

向着阳光奔跑吧，书记员！就
像流沙河在《理想》中写到的，“请乘
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路上春色
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
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因此，
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
腐第一案”。

自 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8 月，
王仲利用职权，从缉私物资仓库侵
吞大量缉私所获物资——手表 263
只、收录机 17 部、彩色电视机 1
台、电风扇 2台、衣服 182件、布
料 442 米等，总价值共计 58141
元；1979 年至 1981 年 7 月，通过
批条子、当面交办等办法使有关部
门违反国家规定批准申请出港人员
提前出境，从中收受贿赂物品总价
值 11608元；贪污缉私物资、受贿
总金额达6.9余万元。1982年12月
21 日，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 1 月 17
日，被执行死刑。

适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笔者
赶赴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见到了当时审理王仲案的助审员陈
石波，他的讲述慢慢地还原了王仲
案从受理到执行死刑的全过程——

■集中精干力量审理，把
案件办成铁案

1982 年 4 月，王仲被监视居
住，被监视居住前他已经是中共汕
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了。

王仲案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
出现的职务最高、情节极其严重、
影响最大的腐败案件。6.9 余万
元，在当时可谓一笔巨款。那时候
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几元，“万元
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虽然当时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已
经一年多，但是很少抓到领导干部
犯罪，坊间开始议论：看中央是不
是真的打击经济犯罪，就看打不打
老虎。所以王仲案一出，从中央到
下面都极其重视，要求集中精干力
量审理，办成铁案。

1982 年 8 月 12 日，广东省汕
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王仲案。
那时我刚到法院两年多，是刑二庭
的助审员。因为业务知识扎实、办
案严谨，被抽去和当时刑一庭办案
经验丰富的审判员杨悦贤一起担任
该案的助审员。院里要求一定要由
领导办王仲案，所以就由刑二庭的
庭长谢乙坤担任该案的审判长。院
里报请了上级法院并经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扩大审判庭组成人员
审理该案，精心挑选了4名人民陪
审员，并对他们进行法律业务基础
知识培训。至此，王仲案7人合议
庭正式组成，由刑一庭的林坤池担
任书记员。

■“死不死是王仲的事，
但证据关我一定要把好”

王 仲 的 贪 污 是 以 “ 件 ” 计
的——今天从缉私仓库“拿”走
一只手表，明天“顺”走一部收录
机，所以证据很多，犯罪事实也很
琐碎。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汕头分院起
诉王仲总计贪污了337只手表，但
合议庭最终只认定了263只。在当
时严打的背景下，否定检察院提出
的证据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跟检
察院讨论了很久，为什么要认定贪
污了这么多数量，理由在哪里，不
予认定的理由是什么。

我还记得当时否定了检察院提
出的王仲在汕尾镇缉私仓库向王泗
吉等人拿走的其中 59 只手表，起
诉书根据王泗吉的证词认定王仲从
该仓库共拿走了187只手表，但后
来经我们审核后认为应认定 128
只。

王泗吉是汕尾镇革委会副主任
兼缉私仓库保管员，向我们提供了
两个账本，一个是原始的“小账
本”，另一个是后来凭记忆制作的
账本，两个账本相互矛盾。

原始的“小账本”中仅记载了王仲
共拿走128只手表，该账本是按照时间
先后顺序记载的流水账，我们找了账本
里记载的其他拿走物资的人核实，他们
的证词和流水账记录相印证，并且有旁
证证明见过王泗吉用该“小账本”进行
登记。而另一个账本进货和出货数量对
不上，进货少、出货多，与其他证言也
无法相互印证。

王泗吉的证词中虽有其他在场证
人，但其他在场证人均无法说出王仲具
体拿走表的次数和数量，所以其证词可
靠程度无从核实。后来我们询问了王泗
吉3次，其证词前后自相矛盾，无法得
到印证，已失去稳定性、可靠性。所以
我们就仅认定王仲从汕尾镇缉私仓库拿
走128只手表。

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刑事诉讼法的落实也尚
未十分到位，但我们还是坚持严格依法
办案，对历史负责。死不死是王仲的
事，但证据关我一定要把好，没有确凿
证据证实的犯罪事实不能归到王仲身
上，即使小到一件衣服。我们合议庭始
终坚持证据不足的、其他人收受而王仲
不知情的、有事实但不属于王仲应承受
的范围的均不予认定。

我记得我们经常要去海丰县核实证
据，询问证人、调取资料。那时候还是
土路，车开不快，早上我们从汕头公交
总站坐车一路摇晃到海丰县已是傍晚
了，所以只能第二天再开展工作。有时
候晚上收到新证据，也要立马出发。

当时省法院还派了一个副院长来监
督这个案件的审理，要我们汇报王仲案
的审理情况，要求每一个犯罪事实、如
何认定都要讲得清清楚楚。他问到王泗
吉这个证人的时候，我说：“王泗吉是

汕尾镇缉私仓库保管员，有证词和账
本，证词在案卷第几卷第几页。”他一
翻发现还真是，很惊讶我们连哪个证人
证词在第几卷第几页都背得滚瓜烂熟，
直夸我们办案认真负责。

历史也证实了王仲案是经得起历史
考验的铁案。该案历经二审、最高人民
法院复核死刑，对事实证据方面的认定
均无改动。

■六次讯问王仲，其认罪态
度恶劣

因为王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所以
我们对他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监
视地点在汕头地区医专附属医院。

1982 年 8 月 23 日，在汕头地区医
专附属医院开始了对王仲的第一次讯
问。看完起诉书的王仲，否定了检察院
起诉的全部犯罪事实，声称其中一部分
物资是代上级机关领导买的，另一部分
是自己买的，只是由于当时没带钱所以
就先记账了，后来让女儿给了部分钱，
剩下的没来得及给。

王仲很狡猾，一直矢口否认犯罪事
实。我们告知他，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被
告人不认罪，但有其他证据证实同样也
可以定罪，他还是不思悔改，不想坦白。

8月24日，在同一地点，我们对王
仲进行了第二次讯问，让他把前一天没
讲完的继续交代，但其态度还是一如昨
日。

8月26日，由于王仲身体好转，便
将其收押于当时的揭阳县看守所。

8 月 29 日至 31 日，我们讯问了王
仲四次。王仲虽然有所松动，承认了
自己在前面的供述中撒了谎，但对大
部分犯罪事实还是不肯承认，认罪态

度恶劣。

■首次开庭庭审小插曲

1982 年 9 月 15 日，王仲案首次
开庭。当时法院没有法庭，一般都是
在广场开庭，但是考虑到王仲案社会
关注度较高，旁听人员可能较多，于
是就选了地委的大礼堂开庭。

那时候法院还没有制服，为了显
得整齐划一和威严，我们约好了开庭
的时候统一穿白色上衣。但是到了开
庭当天，发现服装还是没有统一。后
来王仲案的庭审视频传到中央，领导
认为法官精神面貌可以，但是服装不
统一，显得不够威严，而这也成为了
1984 年法官制服产生的一个重要因
素。

庭审当天，地委大礼堂里挤满了
旁听者。首先是法庭调查环节，对每
一个证据一一质证，让双方发表意
见。

庭审持续了两天半，9月17日上
午，庭审进入辩论环节时，王仲心脏
病突然发作，于是我们只能宣布休
庭。

1982年 12月 18日下午，我们前
往汕头医专附属医院护理王仲的病
房，告知王仲第二次开庭时间。

1982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汕头地委小礼堂，王仲案第二次
开庭，结束了法庭辩论。

■无期徒刑还是死刑？

1982年 12月 20日晚，合议庭进
行合议。

到此阶段时，王仲贪污、受贿的

证据和事实已明确：王仲身为县
委书记，无视国法，利用职权，
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怂恿家属
参与犯罪，拉拢腐蚀下属干部，
影响极坏，危害后果极其严重；
罪行被揭露后，态度极为恶劣，
至今仍不认罪。

根据我国 1979 年刑法的规
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贪污公共财产，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另根据1982年3月通过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
惩 严 重 破 坏 经 济 的 罪 犯 的 决
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
贿赂的，比照刑法贪污罪论处。
当时全国刑事工作会议内部规
定：贪污5万元以上就属于贪污
情节特别严重。所以王仲贪污、
受贿达 6.9余万元，属于情节特
别严重，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但判处无期徒刑还是死
刑，尚有争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
犯的决定》 明确规定，5月 1日
前能主动投案的、坦白交代的犯
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但王仲
罪行败露后，非但不坦白自己的
罪行，反而多次活动探听情况，
分散赃款赃物，大搞串供活动，
企图蒙混过关，认罪态度恶劣。

所以合议庭经过合议一致认
为，王仲的行为已构成贪污、受
贿罪，情节特别严重，应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晚
10 时就提交给审委会再次讨
论，审委会同意合议庭意见。

1982年 12月 21日上午 10时
10 分，王仲案宣判，判处王仲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临刑前的颤抖

1983 年 1 月 17 日，王仲死
刑宣判大会在汕头市人民广场召
开，当时人山人海，整个广场大
约有1万多人。

宣布执行死刑时，王仲瑟瑟
发抖。他终于知道害怕了，然而
一切都为时已晚。

1983 年 1 月 17 日，王仲被
枪毙，终年56岁。

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对领导
干部的一个考验：能不能经得住
外界物质的诱惑。起初王仲的想
法就是，当干部辛辛苦苦干了大
半辈子，快退休了弄点钱养老、回
家乡盖房子。然而欲望的堤坝一
旦打开，便会一发不可收拾，等待
着的只能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法律也不会
网开一面。王仲案向当时的社会
证明了中央打击经济犯罪既拍苍
蝇也打老虎的决心。

（根据王仲案卷宗、该案助
审员陈石波的回忆整理，辅以该
案书记员林坤池的回忆完善）

王仲案有关照片。 （来源：正义网） 王仲案卷宗。
（来源：汕头中院）

专家建议民法典对婚闹作出
禁止性规定

近日，山东省日照市召开遏制恶俗婚
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会议，会议宣读了

《日照市组织开展遏制恶俗婚闹专项整治
行动的工作方案》，对如何进一步遏制恶
俗婚闹行为进行了专题部署。据悉，在这
场整治行动中，多是以宣传、劝导等形式
进行。例如，民政系统关口前移，在领证
时向新人宣讲不文明婚闹行为危害，并逐

一签订《抵制恶俗婚闹承诺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所长刘俊海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
出，治理婚闹乱象，既要有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的决心与信念，更要有法律
的保障和支撑，建议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草案中增加婚俗的内容，对婚闹
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为管制婚闹恶
习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刘俊海建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草案应当吸纳婚俗内容，对近些年的
婚闹现象作出禁止性规定，通过发挥
法律的引领作用，弘扬和谐有序的社
会主义婚姻家庭核心价值观。

刘俊海认为，落实治理婚闹专项行
动还需要多方合力，可以参照日照的经
验，例如，民政部门应起到行政指导的
职责，在新人领证时向当事人提出警
示；妇联、共青团要起到联系广大青年、
妇女的桥梁作用，充分发挥宣传职能；
同时各部门要与地方执法部门组成联
合检查组，对婚闹行为进行巡视。

“但与日照当前工作做法有所不
同的是，如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婚
闹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之后，各部门
在宣传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普法，在执
法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进行处罚。”刘
俊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