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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丫”可以当先锋

周婷大学刚毕业就去当了大学生村
官，谈不上有多少深奥的为官之道，可村
里的百姓都夸她是心系百姓的贴心人，
是披荆斩棘解难题求发展的急先锋。

周婷当法官的第一年，创造了江苏
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历史上民事案件结案
最多的纪录——741 件，这个纪录至今
在全淮安市法院还无人超越。之后她又
连续两年办案量居全院第一。

周婷参加工作以来两次立三等功，
一次立二等功。

一名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女法
官，何以在每个岗位都能当先锋？6 月
中旬，记者走进了盱眙法院，追寻周婷的
成长足迹，感受到她一路的冲锋陷阵，也
感受她别样的青春年华。

从学生到大学生村官，她
选择了脚踏实地

2010 年的那个夏天，周婷从烟台大
学法学院毕业了。在校园绿草如茵的操
场上，仰望湛蓝色的天空，她张开双臂，
迎着徐徐吹来的海风，奔跑着，欢呼着：
我毕业啦！

带着海浪奔腾般的喜悦和激情，她
从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回到了故乡淮
安。漫步古运河岸边，看着哺育自己成
长的这条大河和缓缓流动的河水，她的
内心平静了许多，毕业了，到底该干什
么，怎么干？她觉得这是自己面临的必
答题。

当法官、检察官，是她上大学选择法
学专业时就有的梦想。毕业后，她没任
何迟疑选择报考检察院的公务员，准备
当一名检察官。可上天好像是要有意考
验 她 一 下 ，那 次 的 公 务 员 考 试 没 被 录
取。再看脚下的小草，她觉得小草在向
自己窃笑，再看蓝天白云，只觉得飘飘荡
荡，空空落落……

就在她失意彷徨时，有人劝她报考
大学生村官。她与一些几年前毕业的师
姐师哥交流了几次，觉得在基层摸爬滚
打几年，积累些基层工作经验，同时，备
战下一次的公务员考试，也是不错的选
择。可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里人
时，妈妈坚决不同意，并告诫她，一个白
白净净、细皮嫩肉、娇小玲珑的城里姑
娘，到农村去，还不弄得黑不溜秋、皮糙
肉厚、五大三粗，将来怎么嫁人？

从小有些倔强又不服输的周婷，还
是瞒着家人报考了淮安市统一招录的大
学生村官，并且被分到了离市区较远的
盱眙县，而且是山区河桥镇。当看着她
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家门时，她的妈妈
长叹了一声，久久不语……

在家人的泪光中，她坐上了开往盱
眙县河桥镇的客运汽车，看着绿油油的
秧苗，闻着土地的芬芳，她的心中充满了
对新生活的喜悦。她走下汽车，镇上的
一位干部将她领进宿舍，宿舍里只有一
张床、一台电视。这环境与家里没法比，
可好歹有台电视，夜晚就不会太寂寞了，
她还有点小惊喜。

惊喜没几天，一场突然而来的大暴
雨把她吓得一夜无眠。她住的地方背靠
小山。有天晚上她正睡得迷迷糊糊时，
突然听到“哗哗”的声音，不会是影视剧
中的淮河决堤了吧，很疲惫很困倦的她
侧过身又睡了。突然，她感觉到一股冰
凉，揉揉眼一看，水已经冲进屋里，盆都
飘起来了，她一骨碌下床，发现宿舍里的
积水有小腿高，还有山上泥水正恣意地
往下奔流，突然而来的又一阵电闪雷鸣，
让她更懵了，她傻傻地坐在床沿……“咚
咚”急促的敲门声，让周婷仿佛看到了希
望，她打开门，楼上的同事喊她到楼上先
躲躲，她眼中的泪水一下子比雨水还急。

一晃十来年了，一想起那场大雨，她
就想到人间的大爱，就想到职业生涯起
步的艰辛。有了那次经历，以后的困难，
她觉得都是小菜一碟。

由于她不是盱眙本地人，又是一个
姑娘，刚开始群众都不相信她。她一度
失落，一度苦闷，同时，又在反思，群众为
什么不信任她？想来想去，周婷觉得抱
怨只会让自己消沉，只有振奋精神，实实
在在地帮群众办点实事好事，才是赢得
群众信任的唯一之道。

当时镇里有位老上访户，因为承包
土地与同村的另一家发生了纠纷，几年
来村里、镇里多次做工作都不行。镇领
导将这个任务交给她 ，一开始，她确实
有些担心，可又一想，把任务接过来，即
使摔了跟头也捡了明白。没了思想顾
虑，就能轻松上阵。周婷多次上门和老
上访户聊天，与他聊不通，就找他的子女
聊，并且带着村里的干部三天两头去他
家里拉家常，把他带到田里辨认地块，终

于对如何解决问题有了思路。她开始帮
着老上访户从村里、镇里搜集相关材料，
帮助他到司法局申请援助律师，最终她
的主张被老上访户接受，老上访户选择
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通过庭审发现：
老上访户和另一户老百姓都因保管不
善，导致手上都没有 1998 年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但是从镇农经站翻阅出的
当年土地发包时的底根，发现争议的承
包 地 的 确 是 老 信 访 户 1998 年 时 承 包
的。2000 年老上访户一家外出打工将
土地进行了抛荒，由村里另一家农户种
植该抛荒地，所以根据法律规定老上访
户还应当是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
另一户人家应当向老上访户返还争议土
地。

老上访户纠纷的化解增强了周婷做
好群众工作的信心。2011 年刚入夏，因
天气原因和虫害较严重，小麦长得不理
想，那段时间，乡镇农经站里的人流量比
平时多了三倍，都是来反映小麦收成不
好以及询问农作物保险能否理赔。镇里
领导找到周婷说：“小周，你不是学法律
的吗？你这两天去田里看看，老百姓反
映的情况能不能理赔，给老百姓减少点
损失。”周婷小时候闹过把小麦当成韭菜
的笑话，哪懂得小麦收成如何？不过，这
次她发誓不能让自己在老百姓面前出
糗。于是，周婷和农经站的同事从种植
大户开始，到承包田里查看小麦的受害
情况，她还查阅了大量资料，连一颗麦头
能搓出多少粒麦粒都查了。给种植大户
做了调查笔录，采集受害比较严重的小
麦的样本后，周婷立即和当时承保当地
农业险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盱眙分公司联系，接着又催促保险公
司赶紧到受灾现场查看。保险公司业务
人员实在是扛不住她的执拗和专业，做
了理赔方案，支付了理赔款。

这两件事之后，周婷从群众嘴角的
微笑中，从群众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信
任。乡镇领导也讲了心里话：“事情交给

周婷，我们放心。”两年大学生村官经历，
让她感到，只要脚踏着乡村的大地，就能
获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从大学生村官到法官，她
忙得昏天黑地

2012 年 7 月，憋了两年劲的周婷一
鼓作气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了盱眙县
法院工作。盱眙法院有“改革开放 40 周
年政法系统新闻影响力人物”的全国模
范法官姚月梅。周婷为走进这样一个集
体感到激动。

她从最基础的书记员干起。民二庭
庭长戴永明发现，周婷加班很多，每次庭
前准备工作很充分，卷宗整理得井井有
条，她还时常就某个案子谈些看法。戴
永明觉得周婷讲的不一定都对，甚至有
时有班门弄斧之感，可他很欣赏周婷这
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戴永明说，
周婷只干了一年书记员就成了助理审判
员，只干了三年助理审判员就成了员额
法官，这都是她辛勤付出的结果。

2016 年 4 月，盱眙法院在立案庭成
立速裁组，专门负责简单案件的快速处
理。“虽然此类案件法律关系较为简单，
但是结案任务十分繁重，不但要加速结
案，还要探索简案快审的路子。经党组
研究决定，你被调入立案庭成立速裁组，
配有一名书记员和一名调解员，有没有
信心完成任务？”周婷还记得当时副院长
刘志超找自己谈话时的情景。看着刘志
超期盼的眼神，周婷觉得这是组织上对
自己莫大的信任，于是微笑着点点头。

“可我一回到办公室就有点懵了，速
裁 组 就 三 个 人 啊 ，能 完 成 那 么 多 任 务
吗？”周婷坦言当时心急如焚。如何突破
重围并闯出新路？她想了又想，并且找
到几名庭长和老法官，问了又问，同时，
与团队的人员谈了又谈，最后，感觉唯一
的办法，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面对案子源源不断涌进来，周婷感

到白天时间和工作日时间根本不够用，
就开启“白加黑”和“五加二”工作模式，
利用晚上时间和周末加班。

“周婷，在加班吗？”“在呢。”“几点走
啊，走的时候喊我一下。”“好的，至少还
要半小时吧。”盱眙法院的微信群里经常
出现以上类似对话。周婷的微信里还存
着 2018 年冬天盱眙下大雪的图片。那
天下班时天气还算正常，可等到她晚上
加班结束朝窗外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
车是没法开了，她只能踩着厚厚的积雪，
迎着凛冽的寒风，扎紧围巾，在基本看不
见人的大街上走了近半个小时才到租住
的房子。

“我们法院在县城的位置较偏僻，晚
上加班，可以在一起探讨问题，但太晚了
回家，尤其是女同志，我们还是不放心。
你要少加班，尤其不要加班太晚。”盱眙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贾晓红常这样
提醒周婷。

可周婷根本不听。她边干边摸索，
总结形成了类案集中排期开庭、模板文
书等多个工作方法，推动了速裁案件的
快速审理。她 2016 年结案 741 件，2017
年结案 624 件，2018 年结案 475 件，连续
3年结案均位居盱眙法院首位。

“周婷办案有股痴劲。”盱眙法院副
院长唐晓燕说。周婷在办理几件建设工
程案时，需要研究工程的图纸，办公室
的办公桌放不下图纸，她把比她个子还
高的图纸抱到了大审判庭，铺在地上，
和原、被告当事人及律师蹲在地上就工
程涉及的争议焦点一处处核对，能够当
场解决的当场确认，不能当场确认的做
好笔录移交鉴定。当事人开玩笑说，从
来没想到法官办案还能这样，太接地气
了。

“周婷不仅办案数量多，而且办案质
量好。”盱眙法院副院长张秀楷这样评价
周婷。

“都 8 年了，还不给我们交房，我要
把被拆了的房子盖起来！”“我儿子等着

安置的婚房结婚，现在我老父亲都快
没气了，房子还没拿到，今天我们一定
要讨个说法！”十几个人挤在信访室
里，你一句我一句地吵。

2018 年 6 月的一天，周婷刚审完
一件案子，就接到值班院领导张秀楷
的电话，让她到信访室。她很快了解
了案情：2010 年，原告王某等 8 户人
家原来居住的房屋因棚户区改造而被
征收，县政府征收办组织王某等 8 户
与被告开发商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
偿协议，王某等同意房屋征收，并通
过以房换房的方式获得补偿。但补偿
协议签订 8 年了，被告开发商却一直
没向原告王某等交付安置房，而且最
近的安置补偿费用也停止支付了。故
原告王某等 8 户人家起诉到法院，主
张被告开发商交房，并按照开发商此
前承诺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
金。

周婷在耐心听完上访户的诉求
后，又联系了开发商，了解到这批房屋
征收其他人家都早已结束了，因为这
8 户和开发商有矛盾，三天两头到工
地上阻碍工程建设。工程进度慢双方
都有过错，开发商承诺的日万分之五
逾期交房违约金，是在王某等人阻碍
施工，迫于无奈才答应的。

全面了解情况后，周婷觉得，这个
案件如果就案办案，很可能形成“马拉
松”官司和无休止的信访，直接影响社
会稳定，最好能在调解中实现双方和
解。

考虑到案件当事人较多，难以集
中，她就利用下班时间，多次实地查看
并核对征收情况，与征收办工作人员
一起组织调解。第一次组织调解时，
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晚上 8 点多，因
双 方 互 相 不 坦 诚 ，还 发 生 了 肢 体 冲
突。她带着比她还小几岁的女书记
员，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心里有点发
怵，但她默默地告诫自己：再坚持一
下，肯定能谈成，必须要谈成。调解失
败后，她赶紧将第一次调解形成的一
致意见以及还存在争议的事项进行整
理，接着又研究了解决方案，最终促成
了三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全部履行到
位。一起涉众型矛盾纠纷，在她的努
力下，仅用了 20 多天就做到了案结事
了人和。

从县城到乡镇，她仍旧
欢天喜地

2018 年 11 月，周婷从盱眙县法院
到离县城 30 多公里的马坝镇，在马坝
人民法庭担任副庭长。

好不容易从乡下回到了城里，你
怎么从城里又回到乡下？马坝法庭就
两名员额法官，一年案子上千件，你小
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哪有时间和精
力还像前些年那样拼？一些人对周婷
的工作变动感到不理解。

“对于到法庭去工作，我也曾犹豫
过，特别是小孩要上小学了，爱人也在
外地工作，因为工作耽误了小孩，那就
太遗憾了。后来仔细想想，马坝是大
镇，案子多，组织上又一次给自己锻炼
的 平 台 ，还 是 要 克 服 困 难 把 工 作 干
好。”周婷说。

在记者采访周婷在马坝法庭办案
的情况时，贾晓红谈到周婷在办案中
格外关注弱势群体，她不仅给弱势群
众送去法律的正义，更带去暖暖的人
文关怀。贾晓红向记者介绍了周婷
2019 年 5 月办理的一起婚姻家庭纠纷
案。

那件案子中，先是男方起诉要求
与妻子小李离婚，小李 30 来岁，开
始不同意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后来，小李又到法院起诉要求男方支
付扶养费。紧接着，男方再次起诉要
与小李离婚。因为身体患有渐冻症，
小李已经无法独立行走，开庭时是坐
着轮椅来的。小李戴着口罩，面色惨
白，头发凌乱，由家人推着进入法
庭，并由家里人驮着她到了二楼审判
庭。庭审中小李一直在哭，导致庭审
一度无法继续。

小李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周婷
决定到小李家探个究竟。小李神情恍
惚，没说几句就泪水直流。在小李断
断续续的哽咽中，周婷了解到，小李与
丈夫 2017 年曾生了一个女儿，可生下
来没几天就意外夭折了，家人开始一
直瞒着小李，直到她出了月子，小李才
知道失去孩子的噩耗，同时又听说丈
夫要与她离婚。小李因为遭受双重打
击，病情进一步加剧。

对小李的境遇，周婷很揪心，她
觉得此时的小李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
助，更需要精神上的抚慰，如果简单
处理，后果很难预料。周婷多次到小
李家中，了解她的真实想法。得知双
方已没有感情只有怨恨和不甘心，周
婷便开导小李，维系没有感情的婚姻
只能使自己的身心进一步受到伤害，
不如放手给自己一个希望。渐渐地，
小李放弃了自己的执拗，认同了周婷
的观点。见时机成熟，周婷又找到男
方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有过
共同的孩子，虽然没有共同财产可以
分割，但从道义上对她面临的困境也
应当力所能及地帮助。”在周婷的调
解下，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男方补
偿小李 2万元。

案件处理结束后，周婷还时常想
起小李，有天中午下班，周婷到花店
挑了束鲜花到小李家里。小李接过
花，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李的
母亲紧紧抱着周婷，感谢周婷对她女
儿的关心。小李的母亲提出，小李现
在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能不能帮忙申
请政府残疾人补助。周婷看了一下相
关证件，立即赶到居委会咨询办理残
疾人补助的相关政策，并联系了具体
的承办人。小李的残疾人补贴办理
后，她母亲几次打电话给周婷，让周
婷去她家吃饺子，周婷都婉拒了。周
婷常说，她非常珍惜小李的微笑、小
李母亲的拥抱，那是她干好工作的动
力。

6 月 16 日，连续几天的大雨让盱
眙大地凉意十足。记者跟随周婷来到
洪泽区三河镇农民王某家里，她是来
回访一件案子的。王某的父亲穿起了
外套，他对周婷说：“今天的天气，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还有些冷，可你为我孙
子的事，冒着雨专门赶过来，我又感到
暖暖的。”

今年 5 月，周婷处理了一起涉及
一名 10 岁男孩的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件。2016 年，钱小某的父母感情出现
问题，母亲钱某将钱小某的父亲王某
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孩子随
钱某生活。盱眙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
钱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到淮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淮安中院维持一
审判决。但是，钱小某被王某带到淮
安 市 洪 泽 区 生 活 ，并 在 当 地 小 学 入
学。孩子与王某共同生活期间，钱某
想要探望孩子受到王某的阻挠，故钱
某向盱眙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孩子
从王某处带回。法院强制执行后，钱
小某随母亲生活没多长时间，就打电
话给王某，希望王某将他带走。王某
将儿子又带回洪泽区，钱某再去找儿
子，钱小某拒绝同母亲走。王某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钱小某的抚养
权，由王某抚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王某和钱某意见分歧很大，双方大吵
起来，庭外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

庭后，周婷和钱小某聊天，告诉他
妈妈经济条件比爸爸经济条件好，为
什么不愿意和妈妈生活？孩子告诉
她，他和爸爸在一起，身边还有爷爷和
奶奶，虽然爸爸经济上没有那么好，但
是他很开心，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每天
就忙着赚钱，没有时间陪他。周婷把
钱某叫了进来。“孩子真正需要什么你
知道吗？你给的爱他能感受得到吗？
如果感受得到，他会是这种反应吗？
你和王某抢来抢去，受伤害最大的是
孩子呀……”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意
见，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拉着爸爸
的手，在法庭和妈妈挥手道别，并且嘱
咐 妈 妈 ，一 定 要 按 照 约 定 按 时 来 看
他。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周婷的眼里
也闪着泪花。

“我这次来，一是想了解一下孩子
近来的状况，二是听说你要给钱小某
改名，我想当面告诉你，改名的事以后
听孩子的意见，当前还要考虑钱某的
感受。”见周婷讲得很严肃，王某尴尬
地笑了笑。

离开王某家时，王某和他的父母
亲走出来送周婷。一阵风吹来栀子花
的芳香，周婷听说孩子现在很快乐，她
觉得栀子花香真是沁人心脾……

周婷已 30 出头，称她为“小丫”似乎
不合适。可看着她办事风风火火的样
子，加上喜怒全展现在脸上的表情，还有
那率真的表达，似乎又觉得她像“小丫”。

就是这么一位“小丫”，何以一上路
就能当先锋，何以每个岗位都出彩？江
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院长接滨谈到，一
名年轻的女同志，不论是当大学生村官
还是当法官，都很苦很累，可她有苦不言
苦，有累不言累，而是自加压力，乐于担
当，勇于担当。这是她开局就精彩的奥

秘，也是她每个岗位都能干得很出色
的奥秘。从周婷身上，还能看到新一
代年轻法官的风采和希望。

不起步谈何到达，不奋斗谈何精
彩？正是有了担当精神，周婷能自觉在
干中学，学中干，不为困难找借口，只为
解决问题想办法。她能顺利实现从学生
到大学生村官的转岗，从大学生村官到
法官的转型，从一般办案人员到办案标
兵的转变。每次转变的背后都是脱毛换
羽的磨砺，都抒写了人生的华章。

周婷说，年轻人正是有活力的时
候，有激情的时候，多干点事，对单位
对社会是贡献，对自己是经历，是锻
炼，是提高。周婷坦言，看着睡着了的
孩子，她很快乐，万籁俱寂的夜晚，她
在灯下写法律文书很快乐。无数个没
有追剧的夜晚，很少逛街很少看电影
的周末，她依然过得很充实。在担当
中，她不断成长，还源源不断获得幸
福。担当对她而言，是磨砺，而不是磨
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