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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碧华：
公正为民好法官 敢于担当好干部

“焦裕禄‘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情怀是我一
生的信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开门见山。

1966年2月，还在上高中的时候，阿布列林从《新疆日报》上
读到了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激动不已。
1968年 2月，他与几位同学乘火车从上海返回新疆途中在兰考下
车，专程到焦裕禄墓前敬献花篮。他们还去了焦裕禄家，与焦裕禄
母亲李星英、妻子徐俊雅以及儿女焦国庆、焦跃进、焦守云、焦守
军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兰考之行，焦裕禄的名字深深镌刻在阿布列林心中，焦裕禄精
神成为他人生的风向标和前进的标杆。无论下乡接受再教育、招到
工厂当工人，还是在检察院、法院办案，他都以焦裕禄为榜样，勤
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像一颗螺丝钉，拧到哪儿都不松扣，争
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在司法岗位的 31年里，他办理案件近千件，都能够做到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准确率达到100％。2016年“感动中国”人物给
阿布列林的颁奖词说：“在细碎的时光中守望使命，以奋斗的精神
拥抱生活。执法无私、立身有责、恪尽职守、勤勉为公，在这片黄
土地上凝聚水土、灌溉心灵。”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焦裕禄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直激励着阿布列林。

哈密市伊州区西河街道惠康园社区，原来是个戈壁荒滩，2010
年城市改造，政府在这里建起商品房和惠民安居房、廉租房。小区
里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等5个民族共同居住，少数民族
占 67%。这时候阿布列林的母亲也搬入了这个社区，母亲年老多
病，阿布列林退休后过来照料老人。当他了解到，惠康园社区2400
余户、6000多人，人口多、隐患多，纠纷频发。有退休干部，无退
休党员！阿布列林意识到，要继续发挥余热，为基层平安和谐作贡
献。于是，他主动到惠康园社区了解情况，提供法律援助。

那是2013年2月，惠康园社区法律援助中心挂牌。阿布列林主动
担任法治宣讲员，开始了义务法治宣讲、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和法律
援助。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阿布列林全身心投入到纠纷化解工作中
来，尽力做好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工作，巩固基层安定和谐。没多
久，法律援助中心有了名气，社区居民遇到了法律问题或是产生了
纠纷，都来找他，有的打电话询问，有的直接找到他家。咨询多
了，阿布列林就分类整理出来，做好准备，集中答复。几年下来，
阿布列林同社区干部一起努力，惠康园社区未发生违法犯罪，未发
生非法宗教活动，未发生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和事。大家和睦相处，
社区秩序井然，获得了自治区党委、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单位”。

法律援助中心做凝聚人心的思想疏导工作，名声越来越大，慕
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从惠康园社区扩大到
整个哈密，然后辐射到自治区各地，甚至内地也有人打电话来。凡
是前来咨询和求助的，阿布列林都热心接待，帮他们出主意、想办
法，解决他们眼下的困难。

这些年，阿布列林坚持用汉语、维语“双语”宣讲，根据不同
受众，宣讲的内容不同。这4年来，在新疆干部学院、哈密市委党
校、哈密技术学院，以及机关、学校、企业、农村作法治宣讲40多
场，受众近万人。

2006年 7月，已经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华东政法学院
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的邹碧华参加了第十三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评
选。在短短 2 分钟的演讲中，他说：“十几年来，我审理了价值上百亿的案
件，法律有时给法官留下的空间是很大的，这时能约束法官的只有良心。
有的案件会有利益的诱惑，这时良心意味着自律；有的案件因为拖延，权
利人每天承受的利息损失相当于两辆奔驰，这时良心意味着效率；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是上海地区审理投资贸易和金融案件的最高审判机
构，作为庭长，我要面临全市法院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我必须把法律的
精神钻研透彻，因为一个决策失误，会影响上千件同类案件的审理，这时
良心意味着责任。我读过很多法学名著，它们对法官都有经典的论述，但
是在我内心分量最重的，还是母亲告诉我的，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

邹碧华的演讲赢得了台下一片掌声，而他在接下来的法官生涯中，不
断践行着“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而且影响了身边越来越多的法律人。

2008 年，邹碧华担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一天下午，他从外
面开完会回到院里，发现大厅里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看了一眼穿制服
的他，欲言又止。

“老太太，您有什么事情吗？”邹碧华停下脚步问。
“我早上 8点半就过来了，接待我的人说完案子就走了，我也不知道该

怎么走出去，也没人给我引路，只好在这里逛。”老太太嘴唇微颤。
邹碧华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下午一点了，他赶紧打电话让立案庭的人

把老太太送了出去。
当事人在大厅里逗留了大半天的时间，竟然无人问津！
邹碧华立即把录像调出来查看。这一看，他的心揪紧了！有两三个法

官和工作人员经过老太太身边，居然没有一个人搭理老太太。
怎么办？邹碧华邀请专家来为法官们讲授接待技巧，同时鼓励全院法

官报名参加国家二级资质心理咨询师的培训。随着报考心理咨询师的法
官人数越来越多，2009年 4月，邹碧华安排研究室牵头，收集、整理法官成
功运用心理技巧解决案件的故事，并编写成体例统一的《法庭上的心理
学》。

“当事人所面对的是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而绝非冰冷的法律适用
机器。也正因如此，当事人所感受到的是法律对每一个人生命、人格、尊
严、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以及法律真正强大的力量。”邹碧华在序言里写道。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被评为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2014年 12月 10日，邹碧华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4天后，近 3000人
赶到上海龙华殡仪馆参加邹碧华的遗体告别仪式，近万人在网络上献花、
点烛，10万余名网友留言。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赶到追悼会现场，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
虽然是一个工人，但我觉得这样的法官、这样的人，是我们老百姓所需要
的，也是现在法治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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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碧华：196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委会委员、高级法官，上海高院司法改革领导
小组成员兼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曾当选“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
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和首届“全国审判
业务专家”。2014年12月10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称赞其为“新时期公正为民
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邹碧华去世后，被追授为“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模范法官”。

““我读过很多法学名著我读过很多法学名著，，它们对法官都有经典的论述它们对法官都有经典的论述，，但是在但是在
我内心分量最重的我内心分量最重的，，还是母亲告诉我的还是母亲告诉我的，，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

——邹碧华

黄志丽：女，197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福建省龙海市人。
1995年进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现为芗城区法院巷口
人民法庭庭长。曾获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全
国模范法官”“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
誉称号。

““法治正在成为法治正在成为1313亿多人民的共同信仰亿多人民的共同信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
经迈上新的征程经迈上新的征程。。”” ——黄志丽

方金刚：男，1965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生前任最高人
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主审法官、三级高级法官。2017年10月17
日，方金刚在工作中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2017年
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追授方金刚“全国优秀法官”称号。2018
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他“全国模范
法官”称号。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
干警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方金刚同志先进事迹活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办案一线的法官作为办案一线的法官，，有义务有义务
有 责 任 将 法 律 实 施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实 事 求 是 地 反 映有 责 任 将 法 律 实 施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实 事 求 是 地 反 映 。。””

——方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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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男，维吾尔族，1951年11月15日出
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1984年1月入党。原哈密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法官，曾任审判员、审委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
2010年12月退休。曾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4
感动新疆十大人物”“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等荣
誉称号。

““司法岗位的执法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司法岗位的执法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比生命都重要比生命都重要。。一一
定要从严要求定要从严要求，，秉持公平正义秉持公平正义，，公正廉洁办案公正廉洁办案，，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把每一起案件都办
成成‘‘铁案铁案’’。。””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声声宣誓中，她手按宪法喊出誓言；法槌起落间，她耳听八方谨
慎研判；群众家里，她耐心倾听用心关怀——她就是“时代楷模”，群
众眼中的“知心法官”黄志丽。

她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十几年来办理的5000多个案件，还在
于她始终坚持把岗位作为奉献的舞台，以苦为乐，默默奉献。她每天
都要加班 3至 4个小时，算起来，一年就是 1000多个小时。以一颗公
心端稳天平、握牢法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她把司法为民延伸到了法庭之外，率先创设了“黄志丽法
官工作室”。2012年至今，“黄志丽法官工作室”为群众答疑解难1281
次，送法律服务295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64件，通过诉前联动化解
民事纠纷1597件，社区诉讼案件得到大幅下降。

黄志丽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把春天般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2010年 2月底，失业妇女钟某惠因经济困难担心养不起孩子小

沈，思虑再三决定到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几天后15岁的小沈得知了这个情况，心智尚不成熟的他感到妈

妈不爱自己想抛弃自己，失望之下服安眠药自杀，所幸发现及时被抢
救回来。黄志丽听到钟某惠电话里的哭泣，马上买了水果和孩子喜欢
的零食、书籍赶往医院看望。

为解开孩子的心结，熟知儿童心理学的
黄志丽抽出时间耐心地陪着小沈聊天，聊他
喜欢的NBA、学校生活、朋友趣闻等等话题。
聊天中她得知小沈长期跟随母亲生活，父亲
再婚后并未尽到父亲的义务，母亲变更抚养
权的行为让他感到悲愤，甚至生无可恋。

“妈妈只是想让你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你
相信阿姨，你的愿望阿姨会帮你实现的，好
吗？”黄志丽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小沈
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安抚好小沈后，黄志丽忘记了自己还未吃
晚饭，马上赶回法院，电话联系小沈的父亲，做
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深入分析孩子与他生疏的
原因，教他如何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电
话里，小沈父亲一阵沉默后，长长地叹
了口气：“以后我一定多抽出时间陪
孩子，这段时间给孩子造成的伤
害我也有错。黄法官，你能不
能帮我告诉孩子母亲，抚养
费我愿意每月增加到 600
元。”当晚 11时 30分，案件
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第二天，黄志丽将好
消息带给了小沈，病床上
的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手
舞足蹈，连声叫着：“法官
妈妈，你真好。长大了我
也要读法律，做一个像
你一样的法官。”

这温馨的场景，令
一旁的钟某惠及医院
护士泪流满面。

大爱至诚，大爱
无边。在法官黄志丽
的心中，每一个百姓
都是自己心中最亲最
爱的人。

1995年，刚刚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方金刚如愿考入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开启了他的法官生涯。同事胡建福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当一
名法官？”他豪气冲天地回答：“我要平天下不平之事。”

年轻人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刚参加工作时的激情很可能让岁月冲刷殆
尽，可方金刚始终不忘初心。他热爱学习、勤于动脑钻研，他深信“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办案一线的法官，有义务有责任将法律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反映”。

2001年下半年，一起棘手的案子摆在了方金刚面前。
湖南部分地区有生产花炮的传统，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从业单位和人员

没有完善相关手续。“如果机械办案，将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可能被追究刑事
责任。”方金刚陷入沉思。

经过几天的斗争和权衡，方金刚决定对当地 5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他
发放了 2000多份问卷，最终写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后来这份报告中提出的
建议被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所采纳，解决了当地司法实践中的突出
问题，起到了为经济社会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

为了解答在工作中遇到的疑惑，方金刚选择继续求学。2004年他完成
了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的学业，被借调到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工作一年后，正
式进入该所，专职从事司法研究。因为工作表现出色，2008年 5月他从法研
所正式调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并很快崭露头角。

2010年方金刚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援藏。在他看来，援藏就是
到西藏传播法治理念，是将司法改革的设计者与实践者融为一体，在司法实
践中思考司法改革，对司法改革更有帮助。

援藏期间，方金刚有高原反应，有时候会在办公室吸氧，有时候晚上睡
不着觉，但他克服这些困难，高效审理了民事案件 110多件，所在的民一庭
连续3年被评为院机关先进集体。

援藏三年，在离开的时候，方金刚深情地望着这片土地感慨道，“援藏3
年没有什么遗憾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个 3年献给祖国的治边稳藏事

业！”返回北京的那个清晨，很多藏区法官
给他送行，并献上了手中洁白的哈达，那些
哈达挂满了他的胸前。

回北京和家人团聚了仅 3 年时间，方
金刚再一次面临抉择。2016年 12月，最高
人民法院在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基
础上，在南京、郑州、重庆、西安增设第三、
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作为最高人民
法院机关首批员额法官，方金刚主动报名
到位于河南郑州的第四巡回法庭工作。

在经历了刑庭、法研所、司改办、立案
庭、商事庭、西藏高院民庭的种种磨炼后，
方金刚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思考日趋成熟，并
在四巡厚积薄发。初到巡回法庭工作仅10个
月时间，方金刚就主审了63件案件。

2017 年 3 月他亲自敲响了第四巡
回法庭当庭宣判第一槌。他说：“对于

大部分案件来说，庭审结束时宣布
处理结果，是诉讼参与人和旁听

人员的普遍期待。法官要是当
庭审判，就能打消当事人的各

种疑虑，正义就能以看得见
的方式实现！”

虽然方金刚在四巡只
有短短 10个月，但他非常
热爱四巡的工作，他积极参
加主审法官会议，办公桌上
也总是摆满案件卷宗。

2017年10月17日16
点56分，一向认真较真、
乐观刚强的方金刚，在
和同事合议案件时，突
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当时，他已经连续
合议了 10 个案子。“我
们要替老百姓说话！”
这是方金刚留给世间的
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