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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 莫负韶华

追逐法治梦想的风行者
许建军 谢亚非

——记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廉玉光

走起路来疾步如风，处理案件删繁
就简，个性耿直恰似雷霆……提起河南
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廉玉光，同事们脑海里浮现的便是这样
的形象。

2011年，年仅24岁的廉玉光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来到山阳区法院，先后在民
二庭、政治处、办公室、立案庭、行政庭、
民一庭工作，从内勤、助理审判员到首批
入额并成为该院年龄最小的员额法官。
今年，廉玉光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
为“全省法院先进个人”，被焦作市委政
法委评为“全市优秀政法干警”，被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廉玉光在追寻公平正义的道路上，
始终不忘初心，像一个追逐梦想的风行
者，以内心深处那种对法律朝圣般的虔
诚，诠释着一名女法官对审判事业永无
止境的热忱。

革命的一块砖

7年时间，廉玉光在山阳区法院换
了 6个部门，她经常开玩笑说：“我是
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如
此高频率的换岗倒也不是因为别的，恰
恰是因为她的敬业。调整岗位时她就成
了各个部门竞相争夺的香饽饽，不管在
哪个岗位，廉玉光总是能把工作干得出
彩。

2013 年，廉玉光到办公室从事信
息、调查研究和案例编报的写作工作。
其撰写的《离婚协议约定赠与子女的效
力问题》《司机被甩出车外后被本车轧死
应否被认定为“第三人”》《患者住院期间
坠落死亡的医院责任认定》等案例被《中
国法院年度案例选》采用；其编撰的《所
有权能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论〈执
行规定〉与〈物权法〉之冲突与衔接》等调
查研究文章，先后被《人民法院报》《公民
与法》和《审判实务》采用。

在办公室工作期间，廉玉光分别被
河南高院和焦作中院评为“案例编报工
作先进个人”“网络阅评工作先进个
人”等。

荣誉的取得总是与辛勤的汗水不可
分割。2015 年，廉玉光在立案庭负责
民商事案件的立案工作，刚好赶上立案
登记制改革，案件激增，这一年山阳区
法院新收民商事案件增长了 11.8%。随
着案件大量涌入法院，面对大量的立案
群众，廉玉光深知立案登记释明对于指
导当事人行使诉权，实现程序正义和实
体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每天都要
进行无数遍的立案登记释明工作。“与
群众打交道就是这样，要耐心细致，要
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一点没讲清楚，他
们就会很困惑，有的甚至三趟五趟往法
院跑。”廉玉光对此深有体会。

自立案登记制推行以来，每天来法
院立案的当事人排成一条长龙。为了不
让当事人多跑路，廉玉光尽量提高审查
材料的速度，水也顾不上喝，有时连上
厕所的功夫都没有，一坐就是一整天。
经常到了下班点，还有几个等了半天的
当事人刚好排到，廉玉光就坚持把剩下
的起诉材料接收、审查完。

每天面对大量的群众，进行成百上
千遍的解释、说明，廉玉光一度得了咽
喉炎，于是她就晚上回家喝中药，白天
继续进行立案释明。“立案登记制是我
们法院的一项重要改革，为及时化解社
会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坚实基
础。”廉玉光认为这是法治的进步，作
为一名法律人，即便得了病，她也很乐
意做这样的事，用她自己的话说，大概
这就是痛并快乐着。

“我为您的裁判点赞”

“法庭上最重要的角色是将要败诉
的那个当事人”。在这一观点上，廉玉

光和英国法理学家罗伯特·马加利爵士
不谋而合。廉玉光在办案过程中始终坚
持“败诉方思维”，这样的坚持也成就
了廉玉光两件引以为豪的事：发回改判
案只有一件，信访案件为零。

廉玉光曾处理了一个小额诉讼案
件，因为一审终审，原告王老太对判决
结果不服，情绪激动，多次找领导反映
问题。廉玉光接待王老太时，为她端茶
倒水，平复王老太情绪。经过仔细劝
说，王老太虽然对判决结果还不满意，
但是却明确表示对廉玉光工作很满意。

经过廉玉光多次做被告工作，原告
王老太与对方达成和解。为表示感谢，
王老太专程买了橘子来到山阳区法院送
给廉玉光。廉玉光以“分内之事不需要
感谢”，拒绝了王老太。

廉玉光经常开玩笑说，法官是个得
罪人的职业，总有一方要败诉，处理不
好没准儿两头都要得罪。因此，让当事
人胜败皆服就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标的
额 80 万余元。开庭时被告郭某夫妻均
未到场，考虑到该案涉案金额较大，结
合案件事实，廉玉光担心案件有什么隐
情，专门将该起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
通程序，二次开庭，并再次通知被告郭
某夫妻。

“我们官司输了，但是对你可没有
什么意见。”郭某夫妻看到败诉的判决
结果时这样告诉廉玉光。

碰到疑难案件时，廉玉光总是问了
又问、查了又查，特别是从败诉方角度
出发，分析案件的疑点与难点；每次碰

到不配合工作的当事人，廉玉光就担心
开庭的时候他们不来，总要劝很久：

“如果你不来，你就失去了相关诉讼权
利，无法维护你自己的合法权益……”
工作做到位了，当事人自然就能理解，
廉玉光践行着这一理念，办了一件又一
件法理情兼容的案子。

得益于在办公室材料写作的经历，
廉玉光的裁判文书也比别人写得更有温
度和说服力。一名律师给廉玉光发短信
写道：“尊敬的廉玉光法官，我为您的
裁判点赞……”

对廉玉光来说，当事人的事就是世
间最需要耐心和包容的事。中午 12 点
半以前在单位餐厅是见不到廉玉光的身
影的。因为总是见不到廉玉光吃饭，同
事们说她不食人间烟火，开玩笑叫她

“廉仙女”。“廉仙女”晚上加班更是常
态。廉玉光上班的第7个年头，还没有
解决个人问题，这让亲朋好友和领导同
事操碎了心，廉玉光却总是说“我还年
轻，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审判路上的青春速度

为推进案件繁简分流， 2017 年
初，山阳区法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速裁
团队，廉玉光被院党组确定为第一人
选。从宣布速裁团队名单到成功组建，
只用了两天。“我还年轻，不能怕吃
苦，应该多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就
这样，2017年5月速裁团队成立，廉玉
光开始到速裁庭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工作中，廉玉光践行“案结事了人

和”的工作理念，积极做好简易案件速
裁工作。“速裁是我院工作的重点之
一，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把速裁理念发扬
光大，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和便
捷。”廉玉光坦言，责任感是她干好一
切工作的原始动力。

齐肩短发、风一样的脚步、快言快
语……这些词语汇集在廉玉光身上，让
人很容易与她办理的案件类型联系在一
起，那就是一个字——“快”。的确，
在速裁庭审理案件，在确保公正的基础
上，就要突出一个“快”字。

每次审判前，廉玉光都要先进行调
解，她曾一次调解成功 18 件案件。这
些案件是有关逾期办证要求赔偿违约金
的案件，18 个原告起诉同一个被告。

“考虑到涉及人数比较多，怕速裁效果
不好，所以我决定先进行调解。”廉玉
光说。于是，廉玉光三番五次地与原、
被告沟通联系，不停地做双方工作，最
终调解成功。

案件最多的时候，廉玉光一天审理
十几件案件，庭排得特别满。2017年8
月，廉玉光审理一起民间借贷案，由于
当天开庭非常多，于是该案排到了下午
5 点。“这件案件的证据特别多，双方
当事人对还款数额争议比较大，所以庭
审一直持续到晚上 8点左右。”廉玉光
回忆道。庭审结束后，她没有着急让双
方当事人离开，而是继续给他们做工
作，苦口婆心地进行调解。“要不是看
你这么辛苦，这么晚了还开庭审案子，
我才不接受调解呢。”被告说。

正是这种担当、责任、奉献的精

神，廉玉光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据统
计，2017 年全年，她共办理民事案
件 327 件，行政案件 119 件；2018
年，她共办理案件 641 件，结案 555
件，无一件改判或发回重审，无一件
信访案件。

廉玉光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
不论什么案子，都一定要把事实查
清、把法讲明、把理讲透，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程
序审理案件。在书写判决书时，廉玉
光总是反复阅读，生怕有任何差错。
她笑着说：“对于判决书我总是很仔
细，前前后后得看好几遍，连标点符
号都不放过，直到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才敢下发。”

作为速裁庭的一员，廉玉光手中
的案子就像一茬茬的麦子，每天有审
结的案件，也有新收的案件。对每一
件案件，她都认真处理，从不喊累。“干
法官没有不累的，但整天抱怨工作太
累的法官是当不了好法官的。”廉玉光
说，连着开庭确实很累，但也很充实。

在廉玉光看来，主持庭审时，要知
道自己的责任是追求真相、明辨是非；
敲击法槌时，要知道自己是在用良心
作出公平的裁判；合上案卷后，要知道
自己已倾尽全力、问心无愧。这就是
公正。

“法官不是官，法官不能高高在
上，但法律精神要高高在上。”正是秉
持这样的职业理念，廉玉光以‘公心’
审理每一起案件，用‘诚心’对待每一
位当事人，在情与法之间，执着地坚守
着一名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努力把
每一起案件办理得扎扎实实，无愧于
民。

法官是说话的法律

法律是沉默的法官，法官是说话
的法律。对于说什么、怎么说，廉玉
光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体会。

近年来，山阳区法院受理的案件
数逐年递增，当事人更是来自全国各
地。“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巨
大的方言差异容易造成与当事人的沟
通障碍。廉玉光刚上班的时候就碰到
了一件事，庭里的老庭长操着一口地
道的焦作方言和一名外地的当事人困
难地交流，其间书记员还不时地充当
着翻译。

廉玉光就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自
己说得一口标准普通话，还要求庭里
的书记员工作期间都要讲普通话。

“一是为了方便沟通，二来也是为了
避免当事人认为法院偏袒另一方，对
我们产生不公正的想法。”

在工作中，廉玉光发现自己的案
件调解率不是很高，于是她就多处“取
经”，向院里的调解能手学习，终于让
她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原来，讲方
言可以提高调解率。于是廉玉光又总
结出来一个办案“偏方”：方言是日常
的，与群众面对面交谈时，法官使用方
言容易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

什么时候讲普通话，什么时候讲
方言，在廉玉光看来也是有技巧的。

廉玉光手里有两件案件是同一个
被告顾某，经过两次送达传票都没有
成功，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终决
定第二天对案件进行公告送达。2018
年3月12日晚上9点，廉玉光刚加完
班离开单位，在本院工作群里看见执
行干警抓住了一个被执行人，无巧不
成书，该被执行人正好就是顾某。经
过与执行干警联系，廉玉光立即折返
回单位对顾某进行送达。

“你在我们院怎么这么多案件
呀？”“某某起诉你了你知道吗？”……
廉玉光见到顾某就开始“扯一扯”。一
扯就是一个多小时，最后，百般不愿来

法院的顾某保证一定出庭参加庭审。
廉玉光在办案的时候经常碰到当

事人不配合工作。有一次她给被告张
某打电话，张某信誓旦旦告诉廉玉光
自己在外地的女儿家里，廉玉光给当
事人讲清问题，明辨利弊后，就开始
扯一扯：“那边气候好，你好好玩，
出门注意安全……”廉玉光现在经常
操着一口焦作方言和当事人打电话，
邀请当事人到院里来“扯一扯”。

许多矛盾都化解在了这种“扯一
扯”的乡情里。“有些当事人防着法官，
你不和他多扯扯，多听听他说话，他就
不配合工作，更不会同意调解。”在廉
玉光看来，要想当好一名法官，只懂法
还不够。“扯一扯”多了，就能听到更多
关于事实的真相，这样才能作出既符
合法理又符合情理的判断，真正实现
法律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诉求。

不负春光勤耕耘

业精于勤。廉玉光说只有时刻保
持勤奋学习、不懈耕耘，才能不负春
光、不辱使命。

对于院里和上级法院组织的学习
培训，廉玉光总是积极参加。闲下来
的廉玉光爱看书，大多数都是专业书
籍。廉玉光认为法官就要不停的学
习，一点东西没参透，办案时很可能
导致司法的不公。特别是随着时代发
展，案件出现新类型，法官也要不断学
习，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思想、更
新观念、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
伐。

廉玉光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影
响了身边很多人。她用自己敬业、认
真、朴素、踏实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认
同，吸引了一群“迷弟迷妹”。她甚至
建了一个微信群，用来和自己的“迷弟
迷妹”讨论问题，共同学习。

5 月 11 日晚上 8 点，本应在家休
息的廉玉光受其母校河南理工大学邀
请，为该校法学院学生讲了一堂名为

“法学的职业选择”的法治课。
廉玉光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讲述了自己从母校毕业后到山阳区法
院当一名法官的切身体会。就法学学
科本身、法学专业职业选择与同学们
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意见和建议，告诫学弟学妹们要倍加
珍惜，倍加努力，认真学习，才能筑梦
起航。

廉玉光告诉学弟学妹们说，法学
让她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人
热血沸腾，怀揣梦想。“无论你从事
的是什么法律职业，请注意，我们要
互相尊重，建立一个有共同法律素
养、互相协作、互相尊重的法律职业
共同体。”

靠一个人的奋斗是无法实现法治
的进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牺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代法律
人为了中国的法治梦而奋斗不息。廉
玉光通过身体力行，带动了一批又一
批年轻人，不断将历史的接力棒传递
给更多人，将法治的火种传递给更多
人。

法槌起落间，有一种坚守叫忠
诚；寒来暑往中，有一种追求叫为
民。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廉玉光以
自己的一言一行，树立司法为民的良
好形象，创造审判加速度，确保正义
不迟到。

河南华凌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小燕

廉玉光和我认识的很多法官都不
一样。刚与她接触的时候，我深表怀
疑，这样一位年纪轻轻的女法官，判
起案来能行吗？要说麻烦，她确实很
麻烦，有时会因为一些比较小的案件
细节三番五次和我们联系；要说简
单，她又真的很简单，只要配合办
案，什么都好商量。她很能代表“法
律人”，明辨、专业、严谨。廉玉光
的裁判文书写得特别好，遣词用句优
美，规范性和逻辑性强，看她引用的
裁判理由有时候让人拍案叫绝。作为
一名年轻律师，我很希望能多出现一

些这样的法官，共同推进我国法治事业
的进步。

山阳区法院司法辅助人员 师艳杰

我和廉玉光法官是在2017年5月一
起进入速裁庭，成为了同事。速裁的工
作内容多、压力大，我经常开玩笑说：

“廉法官不是在开庭，就是在去开庭的
路上。”作为一名成长中的法官，她顶
住了压力，遇到新问题就攻克它，遇到

新知识就弄懂它，她把办案的过程同时
当作自我提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
工作任务。一年多以来，看着她不断地
成长，如今的荣誉背后是持之以恒的默
默付出，是台灯下的专业书，是加班后
的披星戴月，是不断钻研案情的“执
拗”。

廉玉光姐姐 廉昆昆

我的妹妹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她的

眼里总是“办案最大”。周末让她帮我
带孩子出去玩，她就带着孩子去她的办
公室。我知道她深深爱着法官这个职
业。她有时会把工作情绪带回家，我便
知她一定很累；她经常加班，会很晚才
能回到家，我便知她一定很忙；有时我
也希望她多分些精力在个人问题上，但
是她总是觉得自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多
做点有意义的事。大概在她眼里，最有
意义的事就是办案吧。作为她的家人，

我要作为最坚强的后盾支持她，也以
她为豪。因为她不仅是我的妹妹，还
是群众眼中的人民法官，她要主持正
义、为民司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守
护法律的天平。

山阳区法院院长 朱战利

廉玉光工作上和她的为人一样，
真诚又踏实，交给她的工作很让人放
心。搞调研获奖，编写案例获奖，参

加演讲比赛获奖……我们院里搞法
治宣传时，廉玉光既亲民又专业；
我们组织观摩庭审时，坐在审判席
上的廉玉光有威严有水平；我们开
展业余活动时，廉玉光能说能写，
爱生活、会生活。廉玉光可以说是
我们院的“全能选手”。

廉玉光一毕业就考进了我们
院，7年时间，虽然有很多次机会
遴选到省直单位工作，但是她始终
不忘初心，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
扎根基层法治事业，坚守人民法官
的职业信仰，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
时代法官坚守为民情怀的动人风
采。

“当我们给予那些数字及日期特殊
意义的时候，它们才会有价值”。正如我
们的青春岁月，因为努力、隐忍和坚持，
才让它逝去得更有意义。

廉玉光常说，当一名法官，并不是她
最初的理想。但当进入大学后，法学赋
予她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人热血
沸腾，怀揣梦想。后来，就再也不想离
开，想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以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为推进法治
进程贡献自己哪怕是很微薄的力量。

当一名法官，并不轻松。法律的
生命在于经验。廉玉光起初进入角色
不适应，压力倍增。于是她努力储存
知识和能力，不断向别的法官学习调
解方法、办案技巧，并逐渐对自己有了
信心，获得了职业归属感。

当一名法官，她不后悔。人生是
由很多种偶然变成了一种必然。多年
前的选择和努力，让她蜕变成了如今
的模样。每当晚上9点给被告送达传
票得到了当事人的体谅，开庭开到晚

上8点促成了当事人的调解，熬夜写好
的判决换来了当事人的点赞……她觉
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感
让她愿意以一生为长度去努力追求。

她总是说自己很普通，万千“咸
鱼”中的一条。她也有梦想，那就是在
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
义，推动中国法治这架机器不断前
进。她说，确认过眼神，找准正确的方
向，在这个正好的时代，要以梦为马，
方能不负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