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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东北边陲，有这样一位法官。
他从事审判工作 20多年，参与审理案件 2000余起，主审案件 700

余起，没有一起改判，没有一起不廉举报，没有一个当事人上访缠诉。
2011年，因积劳成疾导致双肾衰竭，在两次换肾手术失败后只能

靠透析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守在审判台上，7年多来，他又参
审大案要案300余件，仍无错判，用自己的行动给予了“人民法官”最
令人信服的诠释。他就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孙波。

孙波告诉记者，穿上法袍的第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忠于法
律、忠于人民、忠诚于审判事业的纯粹的法官。

几年来，孙波先后审理了轰动全国的白玉库、王剑波等雇凶杀人
案、李庆波等人非法集资诈骗案等 30多起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大案
要案。特别是李庆波等人非法集资诈骗案，涉及受害人 2600多人，涉
案金额 7亿多元，案情极其复杂，受害人到处上访。法院审理稍有不
慎，就会引发社会惶恐。在重大考验面前，孙波主动请缨，要求审理
此案。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孙波连续 20多个日夜吃住在办公室，先
后查阅卷宗 400多本，起草各种报告 20多万字，仅用两个月就依法公
正地审结此案，由此引发的社会躁动不安得到了平息。

鉴于孙波精湛的业务素养和优良的工作作风，鹤岗市人民检察院
曾以提职等各项优厚待遇调他过去。可他却说：“审判工作已经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审判工作，只想当一名纯粹的法
官。”

2011年，对于孙波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个黑色的年份。那年春
节期间，孙波身边人就发现他身体状态不太好，持续发烧，不停地流鼻
涕、流鼻血。院领导和妻子多次劝他到医院检查检查，可孙波一拖再
拖，硬是拖到了“五一”放假才去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惊呆
了，血清肌酐达到1500多，而血清肌酐700以上就可以诊断为尿毒症。
就这样，在高负荷的工作下，孙波的身体被压垮了。

“透析带来的这些副作用我都能克服，就是每周3次透析，每次要4
个小时，太浪费时间了。晚上透析不耽误事儿，我得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虽然身患重病，可在与孙波攀谈时，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工作。

“别看孙波平时低调，有点内向，可办起案件来就跟打了鸡血似
的，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特别是出院重返岗位后，更加努力工作
了。”陪同采访的工农区法院副院长李千冀向记者介绍。

记者在采访中还得知，从 2015年以来，孙波还牵头创建了诉讼服
务中心。两年多来，已累计接待群众咨询答疑 260余次，诉前调解 25
次。同年，还在全市创办了首个以法官个人命名的“孙波法官工作
室”，开启了“1+N”工作模式。两年多来共办理近 400起案件，没有
一起被发回重审和改判。

眼下，孙波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自2017年11月起，孙波被院
党组任命为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在分管刑庭、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和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庭的同时，还要配合院党组出台多项重大司法改革
举措，为全院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默默地作着贡献……

不足 10平方米的低矮平房，靠燃煤取暖的简陋法庭，陈旧的
办公桌椅……这便是翟树全工作 20余年的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
哈拉海人民法庭。在这里，他审结了 2000余起民事案件，调撤率
达90%以上，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无一引发上访。经他诉前调
解，没立案就解决的纠纷更是不计其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他“老
翟”，他们信赖、爱戴这位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乡村法官”。

20多年来，哈拉海法庭先后换了6任庭长，工作人员也走了一
批又一批，只有翟树全始终扎根在这里。如今，新建的哈拉海法庭
功能更加齐全，“翟树全工作室”已经成为化解纠纷、普法宣传的
一方阵地，“翟树全精神”感召着更多的基层法官心系群众、赤诚
奉献、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让我深感法律的
重要，更懂农民对法律的渴求。”在调入哈拉海法庭工作之前，翟
树全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因为家中变故，他自学法律知识给哥哥
申诉。从此，便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深知农民生活的不易，这些年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处理
每一起案件，总是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

在乡村法庭，大多数案件都是婚姻家庭、债务纠纷、邻里矛盾
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当事人来讲，却又是天大的烦心事，解决
不好就可能引发更大的纠纷，甚至会演变为刑事案件。

“就因为 700元钱，小夫妻要离婚。男方做的是真不对，家里
好不容易攒下来要买毛驴的钱，让他给赌输了。”翟树全回想起20
多年前办过的一起案件，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男方在法庭上叫
嚣：“我不能离婚，要是离婚了，我就只能把她给杀了！”

绝不能让一起民事纠纷变成恶性事件！翟树全费尽口舌，从早
劝到晚，既摆道理又讲情意，说了一整天的话，连口水都没喝。男
方本来硬着心肠，看到法官这般诚恳，终于不再执拗，认下了自己
的错，也向翟树全保证绝不会伤害妻子，回去好好过日子。

法庭外，有位路过的大妈挎着篮子在窗口看了大半天，见翟树
全走出来，她心疼地说：“孩子啊，你真是个好心肠，我光顾看你
劝了，连鸡蛋都忘卖了。”

翟树全每天和农民打交道，每天都在解决百姓之间的矛盾纠
纷，他把一份农家子弟的朴素情感和职业法官的敏锐洞察结合起
来，把法律规定融入到传统价值观里，变成百姓能够理解能够信服
的道理和准则。这一过程虽然费时费力，但是看到一家人重归于
好、乡邻们握手言和，他觉得这些努力十分值得。

翟树全常说，一个法官一生中可能会审几千件案子，但很多当
事人一辈子可能只进一次法院。如果这一次受到不公正对待，在当
事人心中就会永远留下一个伤痕。伤害了一个当事人，就增加了一
个不相信法律的人；而维护了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收获了人
们对法律的一份信任。

翟树全：黑土地上的乡村法官

姜霜菊：脚下沾泥土 心中有真情
郭兴利：背篼背肩上 法治传万家

郭兴利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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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间，郭兴利用背篼背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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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地方总得要有人去艰苦的地方总得要有人去，，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需要普及法就越需要普及法
律知识律知识，，越需要法律的护佑越需要法律的护佑。。所以所以，，我必须守在这儿我必须守在这儿，，这是一名乡村这是一名乡村
法官该有的责任法官该有的责任！！”” ——郭兴利

孙波：用生命铸就忠诚之魂

翟树全翟树全 孙孙 波波 姜霜菊姜霜菊 郭兴利郭兴利

翟树全小档案

孙波小档案

姜霜菊小档案

孙波：男，45岁，蒙古族，中共党员，法律本科学历。先后担任黑
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科员、副主任科员、刑事审
判庭副庭长。现任工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先后被授
予“最美基层法官”“全省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法院
办案标兵”“全国模范法官”“时代楷模”“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法制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生病以后生病以后，，死亡对于我来说就不再遥远死亡对于我来说就不再遥远，，我无比珍惜在这个我无比珍惜在这个
世界的每一分钟世界的每一分钟。。如果我已经无法追求生命的长度如果我已经无法追求生命的长度，，我只有尽自己我只有尽自己
所能所能，，多做一些事多做一些事，，尽力去追求生命的厚度尽力去追求生命的厚度。。””

——孙 波

姜霜菊：女，1959年出生，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原民
一庭副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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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个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只要你站得正只要你站得正、、断得公断得公，，付出真付出真
情情，，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 ——姜霜菊

本报记者 张玉卓 本报通讯员 万义玲

翟树全：男，吉林省农安县人，1960年 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
员。1989年调入农安县人民法院哈拉海人民法庭工作，历任书记
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曾被评选为2009年度“感动
吉林”十大人物；荣获2012年度法治人物“年度特别贡献奖”。先后
被授予“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
官”“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被中组部、中宣部确定为最美基层
干部先进典型。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让我深感法律的让我深感法律的
重要重要，，更懂农民对法律的渴求更懂农民对法律的渴求。。”” ——翟树全

本报记者 段春山 本报通讯员 韩锡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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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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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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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娄银生

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开封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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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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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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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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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何 伟 李俊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