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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霜菊：脚下沾泥土 心中有真情
本报记者 娄银生

郭兴利：背篼背肩上 法治传万家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何 伟 李俊潮

郭兴利到当事人家中巡回审判。 资料图片

姜霜菊向当事人释法说理。 资料图片

人物小档案

姜霜菊，女，1959年出生，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原少年家事
审判庭庭长。1984年到法院工作，2018年1月退休，现仍坚守在“姜霜菊调
解工作室”。先后被评为“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办
案标兵”“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最美基层法官”“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等荣誉称号。

【语 录】

人物小档案

郭兴利，男，1960年5月出生，汉族，四川省剑阁县人，剑阁县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开封人民法庭庭长。郭兴利扎根剑阁县最偏远的山区法庭27年。27年
间，用背篼背着国徽和卷宗翻山越岭、进村入户巡回办案，足迹踏遍了15个乡镇
169个行政村15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当地群众称为“背篼法官”。郭兴利先后
获得“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最美基层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50多项荣誉，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背篼精神”扎根山区法庭

媒体人眼中的“姜大姐”

“每个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只要你站得正、断得公，付出真情，没有化解不了的矛
盾。”

——姜霜菊

“艰苦的地方总得要有人去，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需要普及法律知识，越需要法律的护
佑。所以，我必须守在这儿，这是一名乡村法官该有的责任！”

——郭兴利

又一次见到郭兴利是在毛坝乡元山
村村民张大爷的院坝里，此时，郭兴利
正在审理一起赡养纠纷。

记者是在下午 3 时到张大爷家的，
询问前来参加旁听的村民后得知，案子
已经审理了将近两个小时。说是审案，
其实是休庭调解。经过郭兴利、村社干
部、长辈等给双方做工作，下午 6时，
协议达成。儿子、女儿当场兑现了本月
该付的赡养费，先前一直苦着脸的张大
爷终于有了笑容。

“每调解成功一件案件我都会有一
种满满的成就感。”忙完了工作的郭兴
利终于有空招呼我们，他边收拾案卷边
对我们说，“虽然每年案子很多、调解
成功的也很多，但面对每一个个案都需
要我们把它作为目前办过的唯一的一件
案件，精心准备，慎之又慎，不敢有丝
毫的马虎和偷懒。”

这里离法庭有好几十公里的山路，
明天还要到邻近的村子审理一件果园承
包纠纷，为了避免往返跑路，郭兴利决
定当晚在村主任家中住下来。

得知消息的村民陆陆续续来到村主
任家，大家围坐在郭兴利周围，有专门
看望郭兴利的，有咨询法律问题的，有
拉家常的。从村民的言谈和眼神里，听
得到、感觉得出村民们对郭兴利的那份
信任和依赖。

剑阁县人民法院开封法庭门前是一
条蜿蜒曲折的通村公路，路边是潺潺流
淌的百里西河，两岸是绿油油的稻田。
举目四望，剑阁大山直耸霄汉，地理位
置偏僻，交通条件差，法庭工作条件的
艰苦一望便知。

偏远、贫困、落后，对于在开封长
大的郭兴利可谓刻骨铭心。可1991年9
月到法院报到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
到了家乡，成了开封法庭的一员。起
初，郭兴利是法庭的书记员兼法警，由
于勤奋好学，他很快成为一名法官，
1999年3月，成为了法庭庭长。

“艰苦的地方总得要有人去，越是
艰苦的地方，就越需要普及法律知识，
越需要法律的护佑。”郭兴利说，“所
以，我必须守在这儿，这是一名乡村法
官该有的责任！”

这一守，就是 27 年。27 年里，法
庭辖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
法治意识、法治观念也有了质的飞跃。
多年来，开封法庭辖区到县“零信
访”，重大刑事案件“零发生”。

27 年里，前前后后有 26 名干警离
开了开封法庭。27 年里，当年的战友
邀他“下海”赚大钱，法院党组考虑到
他工作扎实，想调他回院机关。一次又

一次，他都会说：“我早已是这大山里
的一员，我离不开这里淳朴、善良的百
姓。”

“把背篼背上出发，他的背篼里装
的是大山里的太阳。从此，他走到哪
里，公平正义就相伴相随，他的双脚踏
遍这一片泥土，山路上留下爱与奉献的
诗篇！”这是CCTV2014年度法治人物
颁奖典礼上组委会给郭兴利的颁奖词。

“背篼法官”的名号在当地是家喻
户晓，我们不可避免谈到“背篼法官”
的来历。起初，郭兴利只是谦逊地笑了
笑，并不愿意多说。实在拗不过我们的

“软磨硬泡”，郭兴利只好向我们解释：
“以前，条件差，没有车，也不通公
路，我们就用背篼装着国徽和卷宗到村
社去审理案件，时间久了，老百姓就送

了我这个外号。后来，条件好了，背篼
其实早就很少背了。”

20 多年间，为了方便老百姓诉
讼，郭兴利和同事们跑乡镇、跑村社、
农家院落、田间地头、工厂学校，背篼
一放，国徽一挂，几张桌子一搭，甚至
几块石头一垒，他们都可以开庭审案，
法庭常年的巡回审判率都在 80%以上，
开封老百姓也给郭兴利取了个响当当的
名字：“背篼法官”。

用双腿丈量着偏远大山里的每一寸
土地，无论在崎岖的山道上、陡峭的崖
壁间，还是在低洼的河滩里，都留下了
郭兴利和他的同事一步步坚实的脚印。
而每一次脚步的移动辛苦自己却方便了
山区的百姓，每一次脚步的移动劳碌了
自己，却把法治的阳光雨露洒向了辖区

的千家万户。
有人说郭兴利是自找苦吃，可郭兴

利却说：“法官多动腿，群众就能少跑
路。”也有人说，背背篼审案，郭兴利
是在作秀。可更多的人说，哪有二十年
如一日的作秀！

谈到巡回审判所发挥的作用，郭兴
利说：“把法庭搬到案发地去，搬到老
百姓的身边去，并有目的地组织群众旁
听，这样就能做到审理一案、教育一
片。老百姓的法治意识提高了，纠纷自
然就会越来越少。”

郭兴利对调解有着特别的“执著”
和“偏好”。27年里，每年办结的案件
调解率都在 90%以上，今年 1 到 7 月，
已经办结的114件案件，案案都得到调
解处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熟
悉基层法律工作的人都知道这背后意味
着怎样的艰辛。

郭兴利始终“固执”地认为：法
官的职责不只在于公正高效地办结手
头的每一件案件，更多的是要透过案
件的办理缝合双方当事人曾经破裂的
关系，让他们在经历了官司后重新审
视对方，进而建立起一种更加牢固的
友谊和感情。

而调解就是维系这种友谊和感情最
好的纽带。不管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多么
尖锐，案情有多么的复杂，郭兴利都会
千方百计地调解。当地村社干部、有威
望的长者、退休干部等都成了郭兴利调
解案件依靠的对象。每每看到大打出手
的乡邻在法庭的调解下又握手言欢，闹
着离婚的小夫妻破镜重圆，愁苦满面的
老人重享天伦之乐的时候，郭兴利都会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乐。

在调解中郭兴利逐渐摸索出“亲情
调解”“圆桌调解”“借力调解”“联合
调解”等工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
出“四心三把握两书一联动”的调解工
作经验。

去年5月，广元市委、市政府决定
在全市建立“郭兴利工作室”。建设

“工作室”的目的在于学习推广郭兴利
调解工作方法，借助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民间调解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丰富
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总结探索防范化解

基层矛盾的新路径。如今，全市法
庭、司法所、派出所、社区已经有了
16个“工作室”。到今年年底，全市
将建成52个“工作室”，郭兴利的调
解方法将覆盖到广元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法庭庭长，郭兴利除了办理
案件这个“分内”工作外，还肩负着
很多“分外”的工作：宣讲法律、法
治扶贫、帮扶困难群众……

记者纳闷，郭兴利怎么什么事都
做？

“老百姓才不分你是法官还是乡
镇干部呢！他们有什么不懂的、遇到
什么不平的，甚至农技上有什么不会
的，都会向你求助。所以，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法庭的法官更应当是一名基
层干部，遇到问题，你得耐心听，并
尽力去解决。”郭兴利解释道，“在我
看来，这既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
任。”

从开封法庭走出去的 26 名干警

目前都还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中有的
到其他法庭当了庭长，有的回到了院
机关，有的被遴选到了上级法院。他
们都传承了开封法庭良好的传统，不
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业务骨干。

“靠着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的
事业就会越来越好！”郭兴利说，“对
年轻人无私地传帮带，这同样是我的
一份责任。”

农闲的时候，郭兴利仍会到村社
去给村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把
党的声音传达到辖区每一个百姓的心
里——这，更是一种责任！”郭兴利
说。

每个人都有对幸福的诠释，在郭
兴利看来：“通过艰辛的付出，为这
片生养我的地方服务一辈子，以我对
法治的理解和尊崇，让法治的光芒照
亮每一颗心，让山乡更加宁静而祥
和，百姓更加和睦安康，我觉得这就
是幸福！”

■剑阁县人民法院元山人民法
庭庭长 刘 利

2008 年我从律师转行进入人
民法院工作后，第一站便是开封人
民法庭，郭兴利庭长成为了我的师
傅。

从律师到人民法庭的法官，这
中间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对
这种每天不是跋山涉水，就是走街
串巷的审判或者调解方式，刚开始
还没办法完全适应。后来在工作
中，耳濡目染了郭庭长认真负责、
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逐渐领悟了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含义。郭庭长
教会了我很多调解的技巧，很多司
法理念也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
以至于后来我在担任元山法庭法
官、庭长期间，都始终尽可能地像
老师——郭兴利庭长那样做到司法

便民、利民，真正做到公正审案，
公心待人。

■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普安
人民法庭法官 赵冬梅

公招进入法院工作今年刚好是
第十个年头。如今，我已是剑阁县
人民法院最年轻的员额法官。

普安法庭和郭兴利庭长所在的
开封法庭是“近邻”。工作之余，
我常常到开封法庭向郭庭长当面讨
教。郭庭长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
怎样做好一名老百姓接受、认同和
信赖的基层法官。同时，使我明白
了审判权其实是一种责任，这个责
任需要用爱心、公心、耐心，用脚
步、用汗水甚至是委屈去兑现、去
诠释。坚定了我们年轻一代法官发
扬和传承“背篼精神”，扎根山区
法庭服务辖区百姓的决心。

30 多年来，在江苏赣榆的大街小
巷与乡村田野，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这
些足迹记录了一位“最美基层法官”的
善良情怀。在赣榆人的印象里，她就是
邻家大嫂、大姐——姜霜菊，江苏省连
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原民一庭副庭
长。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姜霜菊
在办案过程中，始终怀着一颗爱心去面
对当事人。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次让
她终生难忘的经历。1984 年，组织把
姜霜菊调到了赣榆县人民法院做了一名
书记员。从此，在通往赣马镇或者城东
乡的道路上，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身材
瘦小的女法官，骑着一辆大梁自行车在
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奔波。那时正是姜霜
菊的哺乳期，为了防止奶溢出来，她就
用厚厚的毛巾裹着胸脯。为了办案，这
些她都可以忍受。但她儿子的一次意外
事故，让她差点痛失爱子，至今回想起
来仍心有余悸。

当时，她因为上班，请了一位 16
岁的亲戚帮自己带孩子。一次，这个小
姑娘不小心让孩子把小西红柿吸到了喉
咙里，孩子当即就窒息了。小姑娘吓得
赶紧抱起孩子出门，恰巧遇到一位骑着
自行车的中年人，他二话没说，立即带
着他们赶往医院。孩子被抢救过来，而
那位好心人却悄无声息地走了。这位好
心人不是她的邻居，也不是当地人，有
目击者说可能是邻近的山东人。姜霜菊
说：“没有这位好人，就没有孩子的生
命。而作为母亲，孩子的生命就是母亲
的命，给了孩子生命，就是给了我生
命！我会一生做好事、做好人，来回报
社会，感恩社会。”

有那么一个案子，让姜霜菊也跟着
哭了。张亚是名精神病患者，年少时因
家庭条件困难而辍学，看着姐姐与弟弟
能继续上学，她经受不住打击，因此患

病。成年后，张亚从南京嫁到了赣榆。
那日，张亚的妈妈带着张亚找到姜

霜菊，希望判张亚离婚。张亚的病情可
以用药物控制，坚持用药她就和正常人
一样，可是，因为怀孕，张亚的婆婆怕
影响胎儿就擅自把张亚的药给停了。张
亚病症复发，婆婆不给药，而且瞒着张
亚的丈夫，把张亚锁进小屋，有时还不
给饭吃。邻居实在看不下去，偷偷把张
亚放了。离婚案发。离就离吧，张亚的
丈夫却提出要张家返还彩礼，导致两家

矛盾激化。
姜霜菊听了事情经过，一向沉稳的

她情绪有些激动，她严厉地斥责了张亚
的妈妈跟家人，“你们全家欠她太多
了，你们像甩包袱一样把她甩给别人，
沦为生孩子的工具，这是家人应该做的
事情吗？她本来就身体不好，难道不需
要你们更多的照顾跟关心吗？”

说着，姜霜菊抹起了眼泪，而旁边
的张亚，竟也默默地流下眼泪，她能听
得懂。姜霜菊转回头对张亚的丈夫开门

见山地说：“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如
果她不能生孩子，你还会照顾她关心她
爱护她吗？我给你几分钟，好好想
想。”5 分钟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便
转头离开了。他说：“我问过自己的良
心了，同意离婚！”

30 多年来，姜霜菊办理的案件基
本都是以调解结案，自愿达成协议，没
有一起案件走判决程序。有一年，姜霜
菊接手一件离婚案件，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她本可以判决准予离婚，但面对离
家已经 5 年、申请离婚已经 3 次的原
告，面对原告扔给婆婆的3个孩子，面
对整天酗酒的原告的丈夫，她决定要为
3个孩子争取应有的权益。

原告第4次起诉离婚的时候，被告
来到法院，宣称，如果法院判决离婚，
他就到法院杀人，他认为女方有过错。
开庭后，姜霜菊来到被告家，被眼前的
景象所震撼：厨房连锅灶都没有，板凳
只有三条腿，家中只有一张床。这个时
候，已经是上午 10 时，被告还在睡
觉。她把被告叫起来，连坐的地方都没
有，只好来到被告母亲的院子里。而他
母亲的院子里也是杨絮飞舞，地上到处
是垃圾，她只好坐在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上。

此时的姜霜菊心中百感交集，她对
被告说：“你还是男人吗？你母亲这么
大岁数还要为你操心。你不能把别人的
过错拿来惩罚自己的亲人！”被告的母
亲默默地在一旁垂泪。被告的长子刚满
18 岁，因为聚众斗殴被取保候审。老
二老三是龙凤胎，刚刚5岁，此时正偎
在奶奶的身旁，让人心生爱怜。

“你的长子为什么犯罪？就是因为
你天天喝酒、孩子没人管造成的。他犯
罪，作为父亲你就是罪人。一对龙凤胎
如果没人教育，还会像你的长子一样，
你一生的罪过永远也赎不清！”姜霜菊

用情用理开导，试图用亲情唤醒醉生
梦死的被告。初谈时，被告还很

“痞”，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后来慢
慢地竟然痛哭流涕起来：“姜大姐，
我明白了，都是我的错！”接着，被
告表示同意离婚，孩子都由他负责抚
养。他说，明天就出去打工，挣钱把
房子翻建了，好好教育3个孩子。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沉淀
多少真情，散发泥土香的人是最接地
气的。姜霜菊长期扎根基层，始终坚
持把以人为本、和谐执法的理念融入
到司法审判工作中去。她认为，每个
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只要你站得
正、断得公，付出真情，没有化解不

了的矛盾。
一位女教师与丈夫李某是在上师

范学院时相爱的，毕业后，她不顾家
人的强烈反对，背井离乡，义无反顾
地追随男友来到赣榆县。但李某脾气
暴躁，婚后稍有不如意，不是破口大
骂，就是拳脚相加，最后还提出离
婚。女教师伤心欲绝：为了婚姻，她
远离家乡，娘家已和她断绝了关系。
要是法院再判决离婚，她就再没有别
的出路，只有一死了之了。姜霜菊了
解情况后，立即把李某找来，将心比
心，用心感化。以两人的感情基础为
突破口，让李某重读恋爱期间给妻子
的情书，直到李某态度缓和。姜霜菊
用比喻法对他们说：“两个人建立一个
家庭，就相当于两只小鸟做了一个窝，
又生了小鸟。现在你们要拆散这个
窝，拆了以后还要分这个窝的小棒棒，
小鸟就会掉下来摔死，你们还不如一
只小鸟。”法庭上，李某幡然悔悟。

案后，这位女教师感恩地说：
“我娘家不在本地，姜大姐就是我的
娘家人！”

“每一次接触与采访，都拉近
了她跟我们的距离，一次又一次地
带给我们感动。”这是中央和省市
媒体集中采访了姜霜菊后，新华社
一位记者的感慨。

“第一次见姜法官，和蔼可亲
便有了真实的写照。”中新社记者
谈叶闻记得，姜霜菊在接受领导表
扬时，不断揉搓双手的细节，这是
一个不会有很多人注意到的肢体动
作，却让谈叶闻对姜霜菊的朴实更
多了一份敬意。

采访后，新华社记者秦华江
的第一感受就是：姜法官是那个
跟老百姓坐在同一条长凳上，进
行心与心交流的人。他清楚地记
得，在一次庭审中，当事人情绪
激动，要持刀砍人，姜霜菊冲到
中间，用身体迎向刀尖，保护被

告。“一般情况下，人的第一本能
是自我保护，姜霜菊却舍己救
人。”秦华江说。

江苏卫视记者佘静笑着说，采
访中，记者们都不自觉地称姜霜菊
为“姜姨”或者“姜大姐”而不是

“姜庭长”“姜法官”。
谈到姜霜菊的事迹和一个个办

案故事，《光明日报》记者张曙光
说道：“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她是
如此平易近人，对老百姓的感情点
点滴滴发自内心。”

“姜霜菊不仅是全国法官学习
的榜样，也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
样。”徐隽感触颇深，作为《人民
日报》记者，近几年也参与采访过
法院系统翟树全等先进法官典型。
姜霜菊最强烈的典型性在于她的调
解语言、方法很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