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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兰：倾情回报人民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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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萍：让法律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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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红荔：传播法律的“善”与“美”

金桂兰小档案

黄学军小档案

陈燕萍小档案

詹红荔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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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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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萍：现任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她在法院工作
30年，情系百姓，被誉为党群关系的“连心桥”；关爱百姓，长期帮助
残疾儿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她先后获得“全国优秀
女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模范法官”

“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等荣誉称号。

““群众的赡养案件会有亲情群众的赡养案件会有亲情，，离婚案件会有旧情离婚案件会有旧情，，邻里纠纷会邻里纠纷会
有乡情有乡情，，欠款纠纷会有友情欠款纠纷会有友情，，交通事故会有同情交通事故会有同情。。这些这些‘‘情情’’，，就是就是
调解的基础所在调解的基础所在，，只要能唤起人间真情只要能唤起人间真情，，很多恩恩怨怨都会烟消云很多恩恩怨怨都会烟消云
散散。。”” ——陈燕萍

詹红荔：女，196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84
年6月起参加工作，现任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
庭长，四级高级法官。从事少年审判工作16年来，先后审结500
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帮助 1000 多名问题少年回归社会。
2011年被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2012年当选党的
十八大代表。2013年9月26日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2016年2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称号。

““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家庭，，社会就社会就
多一分和谐多一分和谐。。”” ——詹红荔

黄学军：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

金桂兰金桂兰 黄学军黄学军 陈燕萍陈燕萍 詹红荔詹红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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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沓沓的案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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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桂兰：女，朝鲜族。生前先后任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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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农民的女儿我是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报人民的养育之
恩恩。。”” ——金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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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
院东京城人民法庭任审判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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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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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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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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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万万个中国人记住了这张笑脸。一位平凡朴实的中年女
性，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和春天般温暖的微
笑。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燕萍的精神，在广袤的中华大
地上落地生根。

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年过50，扎根司法领域30年的陈燕萍，身份
多重、光环无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陈燕萍，
以女性特有的柔情和耐性，长久以来，对艾青这句名诗作了最好诠释。

何晓敏的遭遇，曾让很多国人唏嘘不已。两岁时，她脸上长了两
个神经纤维瘤，造成五官畸形。爸爸早逝，妈妈不辞而别。无助的
孩子将亲生妈妈告上了法庭。令人痛心的是亲生妈妈并没有半点
愧疚，善良的陈燕萍从此便成了晓敏的“法官妈妈”。她努力筹钱
帮孩子治病整形，恢复孩子的健康和自信；她无微不至的照料让孩子
重新感受到母爱，晓敏发自内心地叫她“法官妈妈”。

2013年，晓敏从中专院校毕业，但由于视力、听力等多重残疾，
工作并不好找。陈燕萍再次牵线搭桥，使得晓敏顺利进入了江苏民
生特种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企业负责人倪加明同情她的遭遇，
给她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工作，并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今天起，你上班了，能够自食其力了。以后的路必须靠你自己
走。”陈燕萍逼着自己严厉，告诫晓敏既然上班就要遵守厂里的规章
制度，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混着过。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晓敏打
电话要给陈妈妈买礼物。“妈妈不要，但是，你一定要给奶奶买一份。”
陈燕萍特意关照。

转眼 10多年过去，晓敏有了自己的家，当了妈妈。“你们一定要
努力，靠自己的一双手好好照顾孩子，孝敬长辈。”陈燕萍抱着晓敏的
孩子，笑得开怀。

何晓敏说，她一路走到今天，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对陈燕萍的感谢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她也十分感谢这么多年来社会上的好心人
给予她的帮助。今后，她一定会更坚强乐
观地生活下去，守护家庭，守护孩子……

多年来，陈燕萍每当听着失去母爱的
幼女呼唤妈妈，望着孤苦老人的佝偻背影
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无论面对
的是衣衫褴褛的老大爷，满脸愁苦的老大
妈，还是怨气冲天的老大伯，陈燕萍总是
真诚以待、语重心长。老人们叫她“闺
女”，同龄人称她“大姐”，孩子们呼她“阿
姨”“法官妈妈”。

长期奔走于基层一线，作为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女性，陈燕萍总是情不自禁地在
法理之外，给许多失去生活信心的当事人
送去关怀和温暖。一名
当事人因自身生活无
着落而失去孩子监护
权，在要走向绝路的时
候，陈燕萍及时制止了
她：“不要做蠢事，要相
信政府和我们这个社
会。”在陈燕萍的劝导和
帮助下，这位当事人学
会了裁缝，如今还当上
了老板，重新得到了孩
子的监护权。

陈燕萍就是这
么一位“暖心”的优
秀共产党员，这些年
她 获 得 的 褒 奖 不
少，却从不独享，所
得的十多万元奖金
全部用于帮扶困难
群众。

初见詹红荔，她慈爱温和的面庞，利落干净的装束，清晰典雅
的谈吐，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对向而坐、促膝而谈，詹红荔不时翻阅手中材料，慢慢回忆，
缓缓讲述从事少年审判工作的十几载春秋。

“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家庭，社会就多
一分和谐。”詹红荔始终坚持用耐心、爱心、责任心温暖着原本冰冷
的法律条文，并努力地将法律之中的“善”与“美”传播至每一处角
落。

詹红荔，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少年审判，一项神圣又有挑战性的工作。
说来是一种缘分，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全国

第一个少年法庭时，詹红荔也开始了自己在法院工作的职业生涯。
“南平少年审判工作起步虽晚，但我们不甘落后。”那是2003年，

詹红荔来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刚刚组建的少年审判庭工
作。从向先行地区学，到在具体实践中慢慢摸索、一点点积累，从初
期的茫然，到后来逐渐形成了围绕庭前、庭中、庭后三个阶段南平法
院特色的少年审判工作机制，走出了一条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法情
相融、多措并举的特色少年审判之路。

这其中，詹红荔和同事们总结、摸索出的一套符合少年审判规律
的“三三九不工作法”，得到了普遍认同。“案结只是个逗号，事了也仅
是个分号，人和才是一个完美句号”的审理案件追求，获得了广泛赞
誉。“多走一步，多做一点，多想一些”的具体生动实践，收到了显著成
效。

帮助暴力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完成“人生的转折”，和解留守儿童
与邻里发生的激烈矛盾对抗，治疗引导“惯偷少年”的心理疾病和价
值认识，重塑极度自卑少女的心灵……“微观之中折射宏观，小事背
后看见转变”，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以来，詹红荔先后审结 500多起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帮助1000多名问题少年回归社会。

诚如2011年度全国法治人物颁奖盛典上，给予她的颁奖词：“家
庭安则社会安，少年强则国强。她以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与

追求，挽救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少年，化解了一个又
一个社会矛盾。法官詹红荔，将少年审判工

作，延伸到庭前、庭后和庭外，既捍卫了
司法公正，又彰显了司法为民。”

“用发现美好的心，去发现孩子的闪
光点，然后放大。”詹红荔每天经过的法
院门口，种植着一排紫薇，阳光下错落有
致的粉色花朵盛情绽放，生机盎然。

法官，总给人以威严肃穆的印象。
但在詹红荔看来，威严肃穆只是法官的
其中一面，而另外一面，则是给人以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亲近感。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判案，法官
的责任也不仅仅在法庭，更重要的是
挽救人心，不去激发孩子内心存在的
那个‘恶魔’，从而更有效地预防他们

走上犯罪的道路。”詹红荔也从来
不称那些从高墙里走出来的

孩子为“少年犯”“失足
少年”，而是称他们为
问 题 少 年 ， 并 通 过 组
建 “ 问 题 少 年 志 愿 服
务队”，定期开展志愿
活动，让问题少年前往
老人护理院、养老院、
社会福利院等机构进行
志愿服务，更好地帮助
他们在社会中重塑自
尊自信、实现个人价
值。

“为法官者应当在
法律范围内以公平为
念而勿忘慈悲；应当
以严厉的眼光对事，
而 以 悲 悯 的 眼 光 对
人。”詹红荔始终谨
记弗朗西斯·培根所
言并不倦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