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第五版 《采风周刊》第436期 总编室主办

周刊 采由木铎采由木铎
蕴雅颂蕴雅颂

【手 记】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法官于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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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逐梦一“阿路”

同事们说，几年前，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法官于饶还是一
个初出江湖的“愣头青”。在短短的几年
时间里，他把“柳州市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先进个人”“全区法院清案
专项活动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揽入怀
中，这个“85 后”对同龄的年轻人来说，
可谓传说中的年少成名了。大家对此惯
以“少侠”相称，然传说亦真亦假。于饶
告诉记者，“少侠”成名的故事也许远没
有想象中那么风起云涌、云谲波诡，只是
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向前、永不言弃。

从武汉到柳州
南下千里的“痴情郎”

“痴情郎”长什么样？于饶小眼睛一
眯，笑容高深莫测地来一句：“就长我这
样啊！”

2010 年 7 月，从中南民族大学法学
专业毕业后，于饶的很多同学都北上闯
律师界去了，还有的圆了自己的“法官
梦”“检察官梦”。而他却在湖北省武汉
市蔡甸区的一个村镇成了一名大学生村
官。积累基层工作经验、学会和群众打
交道…… 这些解释其实都是对外的说
辞，更直接的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
当时大学时代的恋人正在距离不远的中
南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陪伴，也许就
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决定毕业了回家乡。”一天，广西
的恋人认真地看着于饶说。于饶沉默
了，自己不是没有那个运用法律守护公
平正义的梦想，在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的日子里，他也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
村民在建屋围地时发生的小纷争进行说
服劝解，也曾跟着村干部一起上门为争
取花甲老人的赡养费明理释法，还为村
里的妇女儿童送去节日维权普法“大礼
包”。到了寂静的夜晚，他一直在为政
法公务员考试而默默努力，累的时候抬
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憧憬着两人携手并
肩在一起度过五年的地方实现共同的梦
想……

是去是留？思虑三旬，七尺男儿做
出了个最“痴情”的决定——随恋人一起
报考广西的政法公务员。幸运的是，在
恋人即将毕业的那一年，他被柳州市柳
南区人民法院录取。

“如果当时没考上呢？”四年后已成
为妻子的恋人打趣地问。“再考！”于饶胸
有成竹。南下千里背井离乡的“痴情郎”
最终在恋人长大的地方实现了自己的法
律梦想，也把她的故乡变成了自己的家
乡。

从书记员到审判员
潜心修习“至深内功”

初进，他直接分到了刑事审判庭工
作，后来刑庭领导才跟他说，因为他有一
张“少年老成”的脸，让人感觉很稳重，应
该能镇得住“刑场”。

刚开始，于饶给刑庭资深法官老肖
做书记员。从案件庭前准备、庭审记录、
裁判文书撰写、审结、送达、移送执行到
最 后 的 归 档 ，所 有 环 节 都 需 要 了 然 于
胸。那时候，院里人经常能看到老肖身
后跟着一个“大尾巴”，法庭、办公室、食
堂乃至走廊上，都是他向老肖求教的身
影。大到工作方法、经验传递，小到个案
细枝末节，只要老肖讲，他都愿意听。后
来，他又成了刑庭的内勤，小事杂事、内
事外事地跑起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

“于总”——美其名曰“大庭总管”。正是
因为有了“大庭总管”的经历，于饶熟练
掌握了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各环节的经验
和技能，历练了自己细致、耐心、严谨的
工作态度，为后来能够迅速地在不同工
作角色中切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慢慢地，从书记员到助审再到法官，
从程序到实体，从案件的旁观者变成了
决策者，于饶深感自己的不足。刑事审
判事关公民的生杀予夺，法官在百姓心
中俨然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他想起自己
初任审判员时，刑庭老庭长说的话：“刑
事法官没有试错的机会，每一个判决都
关乎被告人的名誉与自由，所以每一个
判决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经得起时
间的检验。”

怎样才能做到老庭长说的，于饶从
基本功“阅卷”练起。为了精练自己的

“内功”，他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阅读典
型案例和优秀裁判文书。对一些经典案

例，他会按照案由，比如毒品
案、诈骗案等进行分类汇编，在
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也分门别类
地进行汇总对照。于饶的办公
室里常常堆放着厚厚的“内功
秘 籍 ”——《图 解 刑 法 罪 名 适
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实务手
册》《刑事案例要旨汇编》……
那些月明星稀、伏案学习的夜
晚常常被同事们戏称为“集天
地之精华精进内功”。就这样，
在学习与办案实践中，他逐渐
由最初的忐忑变成后来的坦
然。

2015 年 于 饶 主 审 的 一 起
诈骗案，因为案件比较典型又
是公开开庭，媒体在征得同意
后对案件庭审进行了报道。被
告人看到现场情绪有些激动，
法庭调查过程中其对公诉机关
的指控表现得歇斯底里，对庭
上的讯问也是明显地敷衍了
事。于饶淡定地宣布休庭 5 分
钟，复庭时全场被他的气势震
慑到，庭审节奏在他的掌握下
有度有节，被告人在大量事实
证据面前不再做无谓的挣扎，
当庭表示认罪。庭审结束后，
电视台记者打听法官的身份信
息，得知于饶 1988 年出生，瞪
大眼睛说：“没看出来，没看出
来……”久而久之，行内行外都
知道刑庭有个看起来饱经岁月
沧桑、不怒自威的年轻“包公”。

当第四次收到杨某盗窃的
案子时，于饶开始认真地从审
案子转向了审人。

杨 某 ，男 ，1991 年 7 月 21
日生，汉族，绰号“拐子”……

对这些身份信息的熟稔程
度让于饶自己都觉得意外。“拐
子”之所以被称为“拐子”，是因
为两条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
瘸一拐，辨识度很高。“拐子”是
随同乡入桂务工的外省人，在
柳州除了一群自称混饭的“老
乡”外没有任何家人亲戚。从
2014 年的下半年起，于饶陆续
收到他犯的案子，犯的事也不
大，盗窃电动自行车的电瓶，转
手一卖少则几十，多则几百。
前两次没那么猖狂，落网后被
于饶判了拘役，第三次盗窃和
销赃的数量、金额增多。

“好像胆儿练肥了，明显不
满足于现状了，从那时候起我就
开始注意他了。”于饶回忆说。

第 四 次 犯 案 ，开 庭 那 天 ，
“拐子”像以往那样沉默又目空
一切。经过审理，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加上累犯情节，

“拐子”被判了八个月。庭后，
在各方签字确认的空档，书记
员看到于饶跟“拐子”单独在一
旁 说 了 很 久 的 话 ，直 到 于 饶 被 电 话 叫
走。当法警把“拐子”带离法庭，路过书
记员身边的时候，“拐子”突然转头向书
记员询问法官的名字。书记员小阙觉得
很突然，回来就问于饶庭后两人到底说
了什么。于饶笑笑：“我劝他以后金盆洗
手呢。”

这句看似玩笑的话于饶却并没有当
成玩笑来说。一个多月后，于饶为一起
案子去监狱开庭的时候约见了“拐子”，
让他在狱中好好服刑，并让他出狱后找
自己，承诺到时候会帮助他找一份修理
铺的学工活儿。

“我这才相信于法官那天庭后劝被
告人弃恶从善的话。”小阙回忆说。回院
里的路上，小阙问于饶怎么想的，于饶又
笑笑说，自己就觉得“拐子”年纪轻轻，人
白白净净的不该走那条路。

“我当时跟他说，老弟你看你，20 出
头的，能麻利把电车卸了还不弄出声儿
这也算门手艺，但是这‘手艺’用反了。
用在偷电瓶的事情上你永远得不偿失。
为啥？就凭你走路的样子，那么高的辨
识度，警察抓到你那是分分钟的事。但
如果你这手艺用在帮别人修理电动车的
地方，修好了，人家记得你的时候就会说

‘哦，找拐子，手艺不错’。你自己想想是
不是这个道理。”于饶把那天庭后的话跟
小阙说了。

“‘拐子’出狱后，我给他打过一次电
话，按照原来犯案时登记的通讯信息，但
是是空号了。也联系过监狱那边，都没
有他的消息。”后来庭里一收盗窃案，于
饶不自觉地就会跟内勤核对有没有这个
人，直到他离开刑庭，“拐子”也没有在法

院被告人的名单上再出现过。再后来忙
起来，“拐子”的人和事就慢慢地从于饶
的工作生活中淡去了。

直到有一天，已经成为执行法官的
于饶接到刑庭原来的书记员打来的电
话，说“拐子”找他。“当时一下没反应过
来！书记员对他的名字还有印象所以很
肯定。”于饶至今都觉得那天的电话不可
思议，“说实话，那天的通话很尴尬，拿着
话筒不知道该说点啥，就记得听他说回
了老家后真在修车行里做了工，我就恭
喜他，听他跟我道歉又感谢我，就连连说
不用不用……”于饶挠挠头，有点不好意
思，但看得出来，他发自心底的喜悦。

英国法学家麦克莱说，善良的心是
最好的法律。回首刑事五年，于饶自己
觉得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判了多少案件，
而是历尽千般历练，依然心存爱意，甚至
更懂得去爱。“真要说什么内功，没有！
懂得去爱，才是最深厚的内功。”于饶深
深一笑。

“刑事案件多是伤害、撕裂与欺骗，
但多数被告人不是无药可救，法官要做
的不仅是罚当其罪，更重要的是弥合裂
痕、修补亲情、鼓励向善。看来这个道
理，我们年轻的小伙子领悟到了。”当时
参与到这起案件审查的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左冬梅欣慰地说。

从刑事到执行
千锤百炼成“多面手”

2016年3月，“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

行动在全国
法院系统拉
开 序 幕 。 4
月 ，于 饶 从
刑事审判庭
调整到执行
局 工 作 ，最
年轻的刑事

法官一下子又变成了最年轻的执行法官。
当时刑庭在执行局隔壁，距离的变

化近在咫尺，但心态的变化却隔着“十万
八千里”——“当事人一下从法庭上接受
审判的被告人，变成了会玩消失、会耍无
赖、会发狠斗气的形形色色的‘老赖’们，
有时候说话的音高都要调整个八度！”于
饶感慨地说。

刑事审判工作注重“静”，所谓“一言
断胜负、笔落命攸关”，所以法官判案时
不能求急求快，必须把注意力都集中到
审判标准上来，严格审查诉讼证据、案件
事实、诉辩意见等等，在裁判时力求做到
不枉不纵、不偏不倚。而执行工作侧重

“动”，执行过程慢不得、缓不得，一旦延
误可能会导致错失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
时机，需要做到快、准、狠、稳。

怎么快？于饶就从每一天每一件案
子练起。

“立案的时候已将近除夕，本以为不
会那么快拿到钱，真的谢谢于法官！”王
大姐兴高采烈地说。王大姐因为柳州某
房地产公司一直未履行支付法院判决的
8.1万元交房违约金，向柳南区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网络查控、冻结、到银行扣
划、执行回款到位……于饶仅用了不到
15天的时间。

在执行局的三年多时间里，于饶收
的案子逐年递增，近一两年更是翻番地
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冻结十个银行账
户，约七八个当事人，腾空三四处房产，
挂网拍卖好几件标的物……”于饶的书
记员像记账一样掰着手指算数。

“执行工作对人的灵活性及临场判
断能力要求很高。”于饶觉得执行工作锻

炼了他的综合素质。在执行现场，被
执行人不会给执行法官时间去合议、
去讨论。如果执行法官不能做到临场
决断，很可能就丧失了一个绝佳的结
案机会。“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所
以 你 必 须 要 锻 炼 自 己 ，让 自 己 快 起
来。”于饶说道。

2016 年下半年至今，于饶共办结
各类执行案件近 2000 件，执行到位金
额达 1.2亿元，简单的两个数据记载着
他的艰辛。

执行工作力求“广”。案件的处理
可能涉及民事、商事行政各个专业，需
要法官在专业广度上进行拓展，才能
在瞬息万变的执行海洋里游刃有余。

面对新的挑战，于饶一切重新开
始。白天，在一件件经手的执行案件
中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工作方法；
夜晚，他熟读关于执行的所有相关法
律，常用的规范和解释他都在书上刻
意 标 注 。 凭 借 着 在 刑 庭 修 习 的“ 内
功”，于饶很快就掌握了执行工作要领
和各项评估指标，逐渐成了局里的“百
科全书”。局里有个微信群，每每出台
了执行工作的最新指导文件、司法解
释，总是他最先推送出来与大家分享
和讨论。讨论案件时，执行局局长江
涛总会习惯性地在大家争论的时候手
一指：“来，来，小于，把那个指导意见
拿出来看看！”

2020 年 7 月，申请执行人某担保
公司向柳南区法院申请对向某和某机
械公司等多名被执行人名下用于抵押
的共计 10 套房产进行强制拍卖。执
行过程中，与案件有关联的 13 名案外
人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领导指定
异议案由于饶办理。由于原案件涉及
案外人多、法律关系广泛，于饶加班加
点调查取证，同时向院里民事、商事经
验丰富的法官请教法律适用问题，翻
阅查找了大量的司法实践及依据，力
求将每一名当事人的争议问题条分缕
析。最终，在异议听证会上，于饶用充

分的证据促使案外人撤回异议，案件
顺利执行。

从此以后，庭里几乎所有的异议、
复议执行案件都有他的“建言献策”，
这种自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他
扎扎实实的理论功底，还有锲而不舍
的学习精神。

“好的，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她真
的在骗我！马上出发！”于饶接到便衣
干警的电话后火速带领执行队伍赶到
某房地产公司。

在店里吃着午饭的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徐某此刻吓傻了眼。10 分钟后，
因徐某言语激烈，于饶果断将其拘传
回法院。“不知法院账户、不知网银可
以转账……”徐某不断狡辩为何不退
还申请执行人购房不成功而预付的 2
万元定金，但在于饶强硬的态度面前
狡辩变得苍白无力。最终，徐某乖乖
地将 2万元全额转到法院账户中。

“执行中，对满口谎话的被执行
人，我们要多留一个心眼，找准任何一
个不让他逃避的机会！”于饶自我调侃
道。

“多个心眼”在执行工作中不仅是
法官与某些被执行人斗智的必备技
能，有时候甚至是“斗勇”的护身符。
2017 年以来，于饶陆续办理了涉及重
点民生工程征收征地的强制执行案件
20 余件。在办案过程中，遇到有手里
拿着打火机，身后几个煤气罐与执行
人员两相对峙的；有在村口放置一口
大棺材做路障的……

于饶总是“多个心眼”提前做好执
行应急预案和消除隐患的排查工作，
并在执行当天，视现场情况的变化不
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进行沟通。至今没
有发生一起自残、伤人等意外事件。

“执行工作风险往往在暗处，被执
行人在查询、财产处置、结案后各个环
节都有可能突然情绪爆发，采取不理
智的行为，如深埋的地雷。在提前摸
清风险点、花心思沟通、化解被执行人
戾气这点上，小于做得很不错！”执行
局老卢不由得称赞。

如果说“心眼”是对付那些居心叵
测的当事人的权宜之计，那么面对那
些有苦衷的当事人，很多时候需要的
不是“心眼”，而是扎扎实实的“心诚”
了。

2018 年，于饶在执行一起租赁合
同纠纷时，执行清空的标的物约 97 亩
的土地被被执行人用来作为木材、钢
材经营市场出租。市场内有 150 户经
营户，近 600 个从业人员，生产设备和
产品分布在场地内各处。因被执行人
没有退还多收取租户的押金和租金，
租户们抵触情绪大不肯搬离。于饶并
没有直接强制执行，而是一家一家挨
家挨户地做劝导、解释工作。两个多
月的时间里使市场内所有的租户们全
部自动搬离市场，同时租户也在于饶
的指导下依法通过诉讼途径维权。

在采访中于饶给我们讲了一个故
事，他的微信名叫“阿路”，他通过这个
微信化解过 500名民工的信任危机。

今年年初，一批涉及 500 名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追索执行案到了他的手
上。案件进入执行的时候赶上新冠疫
情的暴发，极大地加剧了案件的执行
难度；另一方面，民工们开始抱怨，不
信任的声音越来越多，于饶敏锐地察
觉出事态的危险性，随即用自己唯一
的 微 信 组 建 了 一 个 500 人 的 民 工 大
群。白天积极做涉案债权人的工作，
晚上在大群里及时将工作的进程反馈
给民工，遇到不理解的，有疑惑的，他
不厌其烦地在微信上做解释。终于，
债权人那边的工作做下来了，同意对
查封的被执行人资产优先拿来兑付劳
动者报酬。听到消息的那个晚上，微
信群里密密麻麻都是对他发送的爱心
及感谢，他却默默地退出了群。

“其实沟通有时候不在于说了什
么，而是让对方看到一种积极的态度，
让当事人理解我们的工作！”于饶说。

只身南迁，爱你所爱，行你所行。
正如他从刑事走向执行，从“基本解决
执行难”走向“切实解决执行难”，从不
言弃，永远在路上。

“阿路”是只龟，一只有思想有梦想
的乌龟。在漫画里，“阿路”背着重重的
壳，每日追逐着日新月异的生活，时而停
下来仰望云朵和星星，感叹路途的美丽
风景；时而退回龟壳内，寄托一下孤寂和
无奈。这是于饶从大学时期就一直喜爱
的连载漫画形象，并一直将它作为自己
唯一的微信名使用至今。

于饶用这个微信名倾听过少年犯悔
过的声音，安抚过焦虑的申请执行人，通

知过执行款到位的好消息……
问他为什么喜欢，他居然腼腆一笑：

“你不觉得‘阿路’很治愈吗？即使活了
2500多岁，即使走得慢点，也一直在路
上，从没停下过，也从没想过要停下。”

记者在采访时，看了柳州电视台
播放的一期记录于饶一天执行故事的
节目，一天时间跑了 6 个案件，执行了
4 个，有 2 个被执行人不在家。在执行
过程中的干练和沉着让被执行人无处

遁形，调查、活封、划账、拍卖、拘传等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你不抓紧，被执行人转头又是一
个态度，要一个一个紧追不舍，让他们
没有逃避的理由。”

于饶说，也许就像“阿路”的自白：
走在人生的一个又一个路口，做着一
次又一次抉择，得意时信守付出总有
收获，失意时自勉努力大于结果，但
是，无论何时都不要轻易放弃……

“历练”在词典里的解释是“经历世事而得到锻炼”。有些
人的人生，一辈子可能都遇不上点事就能到达终点，而有些
人，需历尽“千般事”才换来和这世间的知遇一场。

很显然，于饶属于后者，在这位“85 后”青年法官的身上，
让人感受到最多的是有别于这个年纪的淡定和稳重。那不是
少年扮老成的作态，而是从千千万万小事中多看多想多学多
做后留下来的痕迹，那种由内至外渗透出的扎扎实实的力量，
让人不自觉地会去接受他的人，信任他的话。这份难能可贵
的信任背后是严谨、执着的工作态度，是踏实肯干的敬业精
神，是信守付出的人生信仰……

上图：于饶做被执行人思想工作。
中图：于饶开庭审理一起刑事案件。
下图：于饶和法警一起查被执行企业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