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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濑镇，江西吉安市腹地的一个不
起眼的小镇，古代庐陵文化的中心地
带。曾经的吉安，三千进士冠华夏，一
壶堆花醉江南。王国勇生于斯，长于
斯，身上沾染了一些文人的雅致与情
怀。

他信奉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他信奉法律不仅仅是纠纷调
处的工具，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追求。
他才思绵长如水，情怀温润如玉，用智
慧与才干，用真诚与柔和，不断往返于
事实与法律之间，探寻心中的正义。

他温雅、自然、平和，容易接近，
同事和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叫他“勇哥”。

一次匪夷所思的选择

2004 年，仿佛命中注定，在吉安
市樟山中学教了一年英语的王国勇，考
上了梦寐以求的法院，成为了一名法院
人。

那年，他 22 岁，只身在离家百里外
的井冈山法院工作，周一上班、周五回
家。时间，如旧时的钟摆，周而复始。那
些年，离家时淡淡的别愁，成为一段难以
心安的记忆。所幸，井冈山法院温馨动
人的岁月，一点点抚慰着他思乡的急切，
最终酝酿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节。

2011 年，一个初冬的下午，王国
勇恰巧回吉安市里出差。突然，手机铃
声响起，电话那头丈母娘用低缓、嘶哑
的声音告诉他：腹部疼痛难忍。挂上电
话，他火速赶回家，将丈母娘送到了医
院。可就在病房走廊里，一个再熟悉不
过的身影闯入了他的眼帘，那是母亲的
身影！原来，他母亲同样因为身体不
适，早一天就住进了医院。病房里母子
俩的邂逅，那份难以心安的自责涌上了
他心头，王国勇泪如雨下。

同年年底，王国勇在吉安的妻子刘
燕，患病住院治疗，忙于年终结案的王
国勇携案奔赴吉安却无暇探望。回到井
冈山，既觉得愧对相濡以沫的妻子，又
心忧其病，王国勇便一人来到南山公园
排解心中郁结，并献给了妻子一首诗：
言采其薇，陟彼南山。仪伊我心，悲何
以堪？问伊安与，忧心忡忡。爱汝容
貌，爱汝霓裳。言者有尽，行者无疆。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璋瓦相好，同载
以床。这首诗，既是王国勇与妻子你侬
我侬的爱意传达，也是为救赎那份难以
心安的自责。

2012 年 夏 天 ， 为 报 答 养 育 之 恩 ，
多陪陪亲人和爱人，王国勇考录到了吉
安市卫生局。离开井冈山法院的那一
天，他一遍遍揩拭着胸前的法徽，一遍
遍凝望着橱柜里的法袍。走出法院大
门，他向着自己曾经奋斗过 7 年的地方
深深地鞠了一躬，眼泪夺眶而出。那是
刻骨铭心的眷恋，是法官梦碎的纠葛。

在市卫生局工作的王国勇，脑海中
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法院的那些过往岁
月，他甚至打了一份报告给井冈山市法
院院长和井冈山市委组织部部长，请求
重回法院上班。

时间绵长如水，波澜不惊。2014
年，吉州区法院遴选干警的消息传到王
国勇的耳中，他仿佛看到了眼前有一道
光，那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美好。没有片
刻的犹豫，王国勇立刻给市卫生局的领
导报告，要回法院，哪怕是区法院。

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和局长轮番做他
的工作，希望他留下来，而且只要他留
下来，立马就开会讨论，报到市里，给
他先解决一个副科。可执拗的王国勇，
不为所动，没有片刻犹豫，转身就去了
吉州区法院院长郭泽庆的办公室。

王国勇不肯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机
会，此次吉州区法院遴选，无需考试，
只要吉州区法院选中人，上报区里即
可。郭泽庆听完他的来意后，脱口而
出：“你有神么？”

其实，郭泽庆内心是欢喜的，王国
勇曾经是办案能手，调研宣传能手，在
全市法院颇有名气。这样的人才愿意来
吉州区法院，他是热烈欢迎的。

在离开法院后 590 余天，2014 年的
“五四青年节”，王国勇来到了吉州区法
院报到。如果时间可以定格，王国勇一
定会把那一份开心永久珍藏。

终于，王国勇再次回到了梦开始的
地方。

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
关于春天的梦想。每一个判过刑的少

年，都有一个回归社会的梦想。回到吉
州区法院上班的王国勇，被分在少刑庭
工作。在他看来，刑罚即是惩戒，但更
多的是救赎，救赎那些迷失的灵魂。

一点点光亮，虽不足以照亮整个世
界，却给人以希望。为这点光亮，王国勇
独辟蹊径，开创了一案一信的少年刑事
司法模式。只要他主办的少年刑犯案，
他都要给每个少年犯写一封情真意切的
信。难能可贵地是，这些信不是千篇一
律，不是模板套路，而是内容各异、真情
流露，用爱引领迷途的孩子回家。

为了写好每封希望之信，王国勇得
跑学校、跑家庭，问群众、问老师、问
学生、问街坊邻居，短则一千，长则两
三千字。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犹如一
盏盏明灯，照亮了无数迷茫少年的人生
路。

2015 年 ， 两 个 懵 懂 的 永 丰 县 少
年，来到吉安市上网，酣畅淋漓之际，
无钱续费。两人一合计，想了一个拦路
抢钱的馊主意，抢了一个女士 100 元，
临走还不忘深鞠一躬，以表歉意。

简单的案情，王国勇看到了两个少
年尚未泯灭的良知和并不坏的本质，于
是来到少年的永丰老家走访，内心更加
笃定是两个可以救赎的孩子。

抢劫，至少三年以上，但如果草率
地一判了之，让他们哐当入狱，他们的
一生恐怕就毁了；但判缓刑，又不得不
面临极大的压力，而且公诉机关显然并
不认可，搞不好会抗诉。

反复纠结之后，王国勇还是坚定了
自己的想法，他说服被害女士出庭，给
两名少年写了一封封长长的信。有心
人，天不负。当王国勇当庭念信时，庭
上成了一片泪水的海洋：公诉人红着眼
睛，强忍泪水；旁听人员轻声啜泣，书
记员一边打字一边擦拭眼泪，两位少年
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向着亲人忏悔。

懂得了眼泪，也就懂得了人生。此

情此景，王国勇知道，两名少年真心悔
悟了。

用情感温暖人心，这是王国勇办理
少年刑事案件的本色风格，也是他心之
所在。

2016 年 ， 一 名 “ 三 进 宫 ” 的 少
年，最后一次判刑是王国勇判的。这名
少年身世凄凉，父亲过世、母亲改嫁，
因为判过几次刑，亲戚都不理他，将他
扫地出门。在看守所时，他连件厚衣服
都没有，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于心不忍的王国勇，自掏腰包给他
买了一身厚睡衣和棉拖鞋。少年惊愕地
看着胸别法徽、身穿制服的王国勇，半
天挤出两个字：“谢谢！”情绪平复后说
道：“我第一次见你这样的人。”

见到如此好心的法官，少年“得寸
进尺”，拜托王国勇帮他要回别人欠他
的 1000 元钱。王国勇没有片刻推脱 ，
利落地帮他要回了钱。一年六个月后，
他从南昌服刑回来，拿着监狱发的 100
元路费，猛吃了一顿好的，结果身无分
文，硬是从南昌走回了吉安。

回到吉安，少年面临新的困境：没
有钱办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不能进工
厂打工挣钱讨生活。走投无路的少年，
再次找到王国勇。王国勇二话不说，爽
快地给了他 300 元钱。现在，少年人生
已走向正途。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山高水远，
不畏披荆斩棘。不懈的努力，出色的工
作，吉州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被
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少年法庭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王国勇三次
被评为全省优秀法官，并荣获“吉安青
年五四奖章”。

清除鞋里的每一粒沙

使人疲惫的非远处的山、高处的
峰，而是鞋里的一粒沙。王国勇深知，

办案的细节，决定案件办理效果，也决
定着当事人对法官，对司法的信任。

采访当天，王国勇进进出出，接待
了一波又一波的当事人，采访屡屡中
断。一名 4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袁某，
向王国勇提交保全申请书，鉴于一审已
经宣判，王国勇建议他向二审提交，如
此一来，保全费用，二审法院会根据判
决结果进行分担，有利于她利益最大
化。

王国勇话音未落，袁某立刻接过话
茬儿：“王法官，你不用说了，我都听
你的，经过这一两年的接触，我得出一
个经验，听你的绝对不会错。”

与那名妇女有同样感触的又何止她
一人。吉安市庐境园小区的两名业主同
样感触颇深。2016 年，两名业主，一
个楼上，一个楼下，楼上阳台下大雨，
楼下店面下小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起诉到法院后，王国勇开始了艰辛的调
解之路。相邻权纠纷宜调不宜判，否则
难以执行，这也是为什么王国勇执着于
调解这次纠纷的原因，办案子得负责到
底，不能当甩锅侠。

漏水修补问题，双方互不信任，需
要鉴定结构出具鉴定方案。可吉安就一
家符合资质的鉴定机构，下属吉安市建
设局。王国勇经过咨询，得知出具一份
修补鉴定方案费用远超实际修补费用，
一判了之，不利于矛盾解决。

王国勇思前想后，决定托托关系、
走走后门，请院里司法技术室的老同志
出马，让鉴定机构不要出鉴定报告，但
把鉴定报告的方案内容告诉法院，还请
鉴定员现场指导。为了保险起见，王国
勇还把鉴定报告中的方案内容，全写进
了调解书，需要买什么材料，打多大的
孔，一清二楚。后来，漏水问题顺利解
决，双方当事人不再剑拔弩张。

细节也许是一句话，一次连爬二十
楼的气喘吁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

节，王国勇却时常化腐朽为神奇。
2017 年，吉安市枫丹白露小区

二十楼相邻的两业主，一家业主是空
调的代理，因空调内部价便宜，就给
自己装了一个很大的中央空调外机，
严重影响邻居。被邻居起诉到法院要
求移机。

王国勇接手后，着手办理，约定
了一天早上的 8 点到现场调解。到现
场后，王国勇傻眼了，小区电梯要刷
卡，当事人电话一时未能打通，眼看
要迟到了。王国勇连奔带跑，领着书
记员，一口气爬上了 20 楼。当看到
气喘吁吁的王国勇时，双方当事人惊
呆了，还有这样的法官，就为了 8 点
准时到，明明可以等下，打他们电话
带他上来。也许是被王国勇的真诚与
较真感染，当事人同意了移机。

有感于在少刑庭给迷失的少年写
信颇有成效，王国勇将这一做法带到
了执行工作中，他相信这个细节会收
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2019 年 11 月的清晨，略有一丝
凉意。吉州区法院办公楼下站着一位
女子，肩膀上的背包把她单薄的躯干
压弯了不少。一眼看去，她年龄明显
不大，可岁月的印记鲜明地刻在她的
脸上。“法官，我想把钱交了，可不
可以让我见下儿子。”简单的话，欲
言又止的神情，王国勇明锐地察觉
到，这其中一定藏有不为人知的辛酸
故事。

这个女子姓郭，17 岁时，与刘
某相识相恋、结婚生子。然而好景不
长，长期的两地分居，两人走上了离
婚的道路，儿子由刘某抚养，郭某每
月支付 500元抚养费。

经历了感情的挫败和母子骨肉分
离，小郭扛着生存的压力南下打工。
数年间，她进过工厂、当过保洁、摆
过夜市、站过柜台，尝尽了生活的酸
甜苦辣。但来自吉州区法院的一纸执
行通知书，近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原来，由于未及时支付小
孩的抚养费，亲生儿子申请了强制执
行。小郭不明白，为什么她那几年含
辛茹苦地抚育儿子，却被儿子告了。

一次次沟通无果，小郭和刘某心
结 的 解 开 与 锁 死 牵 动 着 王 国 勇 的
心 。 他 决 定 最 后 一 搏 ， 他 提 笔 疾
书，给孩子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
这几句话动人心魄：“你们更应精心
呵护孩子的扬帆远航。请千万不要
让孩子们在见到同学父母恩爱与共
时，留下羡慕和嫉妒的目光！基于孩
子，愿你们以朋友来往，共同筑起孩
子梦想的基石……”

终于，坚冰消融，小郭支付了抚
养费。见到了朝思暮想，却一年多未
曾谋面的儿子，母子相拥而泣，父亲
泪眼婆娑。

没有攻不下来的碉堡

王国勇信奉细节定成败，也信奉
“ 千 淘 万 漉 虽 辛 苦 ， 吹 尽 狂 沙 始 到
金”。他从不惧挑战，不回避问题，
迎难而上、勇往直前，攻下了一个又
一个难啃的碉堡。

李某，一名让吉州区法院上上下
下都头疼的当事人，任何一个吉州区
法院的人接触他，一定会被他告状。
只要是李某的案子，大家都唯恐避之
不及。而就是这样一个蛮横不讲理的
当事人，2019 年 11 月，竟然破天荒
地送了一面锦旗给王国勇，同事们错
愕不已、连连称奇。

其实，王国勇也被李某辱骂过、
诬告过、陷害过。李某在监狱待了十
年，研究了十年法律，他很懂法律。
2016 年，李某的亲弟弟起诉他，要
求偿还 2 万元借款。有一次，他到法
院复印卷，王国勇交代书记员，正卷
随便他复印，但副卷按法律规定不能
复印。

王国勇话音一落，李某立马高声
嚷嚷起来，凭什么不让我复印？你一
个小小的区法院还不得了了。见王国
勇不为所动，他开始耍横，歇斯底里
的叫喊道，上次吃饭的那个女的是你
情人吧？

身正不怕影子斜，王国勇不慌不
忙，冷冷地说道，我已经按法律规
定，如期答复了你，也满足了你的要
求，如果在法院闹事，我会让法警把
你拖离。说完，转身而去。

无巧不成书。李某万万没想到，

就在 2019 年，他一个执行案子就在王
国勇手里。在进监狱前，他借给别人
一万元，起诉到了法院。他进监狱后，
被告一直躲着不露面，故意不还他钱。

如今，李某申请强制执行，困难
重重。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有些诉
讼案件当事人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吉
安市保险公司的单位名称。王国勇去
保险公司找档案，又到公安局调取所
有同名的人，一一比对，最终确定了
具体被执行人，计算十多年的利息，
为他执行到了钱款。

执行到位后第二天，李某就打电
话给王国勇，一是对此前的行为表示
歉意，二是要送一面锦旗给王国勇。
王国勇第一反应是，他又要搞什么
鬼？一个劲儿地说不用，并借故挂掉
了电话。可李某还是将锦旗送到了王
国勇手里。

执行工作总是千头万绪，尤其是
自王国勇 2019年 6月担任执行局长以
后，更觉得执行维艰，梳理问题、完
善制度、改进工作，问题接踵而至，
斩不断、理还乱。

很多人说，王国勇出任执行局
长，是受任于败绩之际，奉命于危难
之间。作为吉安市城区法院执行局，
案子繁多、关系复杂，执行绩效几乎
位列全市倒数，司法改革后，执行局
长又降格为股级干部。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出任执行局
长，压力之巨，困难之大，可想而
知。但王国勇愣是凭借内心的果敢和
决心，让吉州区法院执行工作迅速回
稳止跌、昂扬向上。

他大刀阔斧，推行节约化执行流
程管理，一件执行案件从立案到执
结，如同企业流水作业生产线上的一
件司法产品，每道程序都有专人负
责；他大胆创新，成立执行事务中
心，前置筛选无财产可供执行及财产
足以清偿类案件，有财产需处置案件
则分流给执行团队。他雷厉风行，推
行善意执行，对于多标的整体拍卖
的，放水养鱼，分段分时拍卖。多措
并举之下，吉州区法院执行结案平均
用时较 2018年同比减少 17天。

2019 年 11 月，某珠宝加工企业
欠吴某 300 万借款，进入法院执行程
序后，经过财产调查，企业现有设备
及玉器并不足以清偿吴某的全部欠
款，一次性拍卖也会毁了这个企业。

王国勇决定实行分批分段分时拍
卖，为此，通过执行和解工作，吴某
答应分批次将企业加工的珠宝玉器挂
网拍卖，每次所得款项返还 40%用于
企业再生产，以此循环往复。最终，
经过 12 次集中网拍，374 件珠宝玉器
以 溢 价 率 50%至 350%的 比 例 成 交 ，
吴某得以迅速收回全部借款本息，企
业亦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赚足
了口碑，涌进大量“回头客”，起死
回生。

其实出任执行局长，不是他第一
次临危受命，早在 2016 年，王国勇
出任综合办案团队团队长的时候，就
有了先例，开始了炼狱般的办案考
验。

2018 年，没有法官助理，只带
一名书记员的王国勇全年办理了 517
起民事案件，2019 年上半年，他办
案 327起。

尽管考验如火，但在王国勇看
来，这正是淬炼真金的绝佳时机，他
犹如凝立的磐石，浪花愈大，在沉默
的持守与磨炼中，内心也愈发平静、
舒展。

无论多忙多累，王国勇始终保持
那份初心不变的情怀。有时实在顶不
住，抗不下去了，就释放下压力。他
释放压力的方法很简单，简单到枯
燥。他每天跑步，至少 5 公里，风雨
无阻。如果暴雨倾盆、狂风拍岸，他
就去他女儿的学校楼道上跑，来来回
回爬个几十趟。

他犹如一颗劲竹，千磨万击还坚
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也正是因为这
份坚韧，他可以跨艰难而含笑，也可
以历万险而傲然。

初识王国勇，他体重 180 余斤，还
是一个圆润的胖子。

如今再见，王国勇只有 140 斤，一
如既往地留着寸头，清瘦干练，短簇
簇、硬刷刷的白头发分布在头顶，透着
几分成熟，深邃的眼眸闪动着智慧的光
芒。

曾经大家以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考取了吉安市卫生局，应该是和法院
永远地说再见了。

未曾想，他却大费周章地来了一
个令人匪夷所思地转身，考回了吉州
区人民法院。

很多人认为他有神 （吉安话犯傻
的意思）。他却不以为然，即使从市
直机关降格到区法院，依然像上了发
条一样，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有些职业，一旦遇见，便难割舍。
有些选择，一旦开始，便风雨无阻。原
来，他当初离开井冈山市法院时吐露

那句心声，“我舍不得，我一定要回到
梦开始的地方”，并非无心之言的玩笑
话，也非冠冕堂皇场面话。

法院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过
往，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他的似水流年，
他愿作一个风筝，一生只为一根线冒
险，这个冒险就是法院梦、法官梦。

生活的美好与丰盈都源于一份初
心。于王国勇而言，法院，是此心安
处；法官，是来时的路，也是归时的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