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间赛跑

与时间赛跑是许凤梅的工作状
态，从清晨到夜晚她像陀螺一样不停
地旋转。

6月19日清晨6点40分，许多人
还沉浸梦乡，许凤梅就已像往常一样
来到办公室整理卷宗，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8 点，参加全院点名后，她拐进
立案庭将新收入的卷宗拿走，简单将
卷宗整理归类后，继续忙手头的工作。

8点20分，她见缝插针吃药。长
期积劳成疾，让她药不离身。整理完
一切后，她接待了两起物业纠纷的当
事人。在她近 1 个小时的耐心劝导
下，两起案件的当事人均达成了调解
协议。

9点25分，送走当事人后，她又
电话联系了一起债务纠纷案件的当事
人。这是一起已经开庭审理过的案
件。该案中原、被告均未出庭，只有
原告的代理律师出庭辩护，并且提供
了1张借条和4份电子转账凭证。该案
的借款关系比较明确，有借条为证，
但电子转款凭证记录却不明确，她决
定再组织一次调解。当联系上被告
后，电话那头的当事人却表示自己被
骗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凤梅当即
和被告约定了调解时间，并通知了原
告的代理律师。

一切安排就绪，已是 9 点 35 分，
她又开庭审理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开
完庭已近10点30分。许凤梅回到办公
室继续整理卷宗，其间不断有当事人
前来咨询案件进程，许凤梅或电话或
当面协商案件排期，并不时将开庭日
期记在日历上。

11点40分，距离下班时间只剩20
分钟，她趁机给刚刚开庭审理的案件
列了提纲。

12点，她到餐厅吃午饭，经过午
间短暂小憩之后，1点20分，提前开
始了下午的工作，继续写判决，之后
她拿出前几天写好的判决书核对，确
保无误后，上传审判流程管理系统，
做到公开透明。

下午2点30分至5点30分，她开
庭审理三起债务纠纷案。结束后，她
和书记员王帅讨论三起案件，让他从
旁观者的角度看案件，尽可能地做到
公平公正。其间，她随手打开了审判
流程管理系统，察看未结案件数量，
做到心中有数。

讨论结束后，已经是傍晚5点55
分。她匆匆到餐厅吃晚饭，随后，返
回办公室将自己埋入一堆案卷中。许
凤梅边翻看庭审笔录，边思索适用法
律，安静的房间不时传来键盘敲击的
声音……

夜幕降临。因为白天忙于接待当
事人、开庭审理案件、组织调解等工
作，所以静下心来写判决只能在上班
前、下班之后。“没有电话打扰和事务
纷扰，能更好地静下心来思考，所以
我往往加个早、晚班，这样工作效率
会更高。”许凤梅解释说。

晚上 7 点 50 分，许凤梅关上电
脑、灯，锁上门，结束了一天工作。

这是许凤梅平常工作的一天，也
是她无数个工作日的缩影。白天开
庭、调取证据，晚上赶制法律文书，
快节奏的工作，休息日也成了工作
日。通常双方当事人刚达成调解意
见，她便赶制调解书，双方当场签
字。代理案件的律师及多数当事人都
非常佩服她办案时的干练、不拖拉，
常常指明要把案件立到她所在的庭解
决。而这无形中，又加快了她与时间
赛跑的步伐。

“上班就是干活的地方，没有干
完的时候。一年的时间是有限的，案

件每天都在增加，不往前赶根本办不
完。”许凤梅说。

高质高效

也曾有人质疑，这么高的审判效
率会不会案件质量不过关？数据能说
明一切。在许凤梅审结的案件中，有
接近一半是调解的案件，且经她审理
的案件当事人胜败皆服，没有因判决
不公引发信访事件，她因此也被大家
称为高效办案的“铁案法官”。

在案件审理中，她遵循“能调则
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
了”的审判宗旨，总结出了民事案件
调解的方法：耐心倾听、诚心打动、
换位思考、审判经验教育、权衡利
弊。她把法律的刚性与女性特有的细
致耐心糅合，化解了众多一触即发的
矛盾。

许凤梅曾处理过一起中年夫妻离
婚案。起初女方坚决起诉离婚，男方
不同意，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为斗
气，男方同意离婚，但与女方争夺孩
子的抚养权。许凤梅意识到这对夫妻
并未达到感情破裂的程度，在深入了
解案情后，得知原来男方和一名女牌
友关系较好，女方因此赌气提出离
婚。找到“病根”后，许凤梅积极做
夫妻俩的思想工作，并说服两人的儿
子一同为父母做工作。经过三个多月
的耐心调解，最终双方和解。“许庭
长，谢谢！要不是你，俺家就散了！”
事后，女方感激地对许凤梅说。

“凤梅每年办理的案件不仅数量
多而且质量高，社会效益也好，在我
们院名列前茅。”郾城区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王国胜与许凤梅共事多
年。在他看来，许凤梅有责任心，业
务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从来不拖
案，审理的案件事实清，让当事人信
服。

“用心，你不用心啥都干不成。”
当被问到高质高效办案的秘密时，许
凤梅笑着说，比如说要及时去立案庭
拿卷，拿完卷就要及时整理，该通知
的通知，该送达的送达，这样案件才
能往前走。

采访到这里，又一名当事人来咨
询案件。记者趁机仔细观察了许凤梅
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由她和三名书
记员共用，房间不大，但布局却很合
理。办公室由两个小房间组成，外间
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将房间一分为二，
内部是公共办公区，外部是接待区，
摆放着一组黑色的沙发和椅子，另外
几张不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摞摞
案件材料及卷宗，柜子分工明确，分
为书籍摆放区和卷宗摆放区，内间是
书记员的办公区，整个房间一尘不
染，杂而不乱。

干净、整洁、有序是许凤梅的办
公室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在许凤梅的
办公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特别
的日历，上面被圈圈画画标记着各类
工作安排，哪天开庭、哪天学习、哪
天调查案件……这是许凤梅的工作台
账，一切都已经安排规划好。

再看许凤梅的工作电脑，每个
文件夹都有编号，里面密密麻麻地
存储着数不清的文档。办公室内大
家各司其职，或出出入入，或埋头
书写，忙忙碌碌而井然有序。所有
人在接待当事人时，也有礼有节，
态度和善。

记者趁机采访了许凤梅的同事。
“刚正不阿，作风硬朗。”王建峰评价
说。

“跟着许庭我成长很多，她是我
的引路人。”在年轻同事王帅眼中，许
凤梅更像是老师。他跟着许凤梅做了
3年书记员，这3年是他成长最快的3
年。许凤梅不仅通过言传身教让他学

会了如何管理时间，并且经常和他讨
论案件，让他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办案对我来说并不难，但对当
事人来说，一辈子也不一定打一起官
司。所以我时刻告诫自己保有一颗谦
虚敬畏之心。”接待完当事人，许凤梅
坦言，书记员全程见证了案件的办理
过程，对案件情况了解，讨论是为了
让大家跳出思维框架，听听多方建
议，进行多角度思考以提升办案效果。

不仅如此，在发出判决之前，她
也会把判决书让书记员再看一遍，看
看他们是不是能看懂、看明白，不明
白的地方她再改，让判决尽可能变得
通俗易懂。

“工作千万不能拖，越拖越懒，
尤其是判决书更不能拖。”许凤梅告诉
记者，判决书要快出、细校，“快出”
是趁着刚开完庭对案件有印象立即写
判决，不仅效率高还准确，“细校”是
在判决发出前一定再去看一看，认真
校对法条和细节，确保无误后再发出
去。

用心、细心、不拖延，对待当事
人服务细致周到，把口号变成实实在
在的具体行动，这就是“铁案法官”
许凤梅。庭室成员分工明确，每个人
各司其职，做事有条有理，送传票、
庭审记录、案卷装订等，每一步工作
都按照计划步骤执行，一步步走得扎
实而稳健。

公平公正

这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万某
的丈夫李某在某保险公司投有人身保
险，附带大病救治。

2018 年 7 月底的一天深夜，李某
突发疾病，“120”赶到时，李某已经
死亡。医院出具死亡医学推断书称其
死因为猝死。

次日，李某家人向某保险公司报
案，某保险公司业务员前往现场了解
李某死亡情况，宽慰李某家人先给李
某办后事，不影响理赔。

但事后李某家人向某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时，某保险公司却以李某患病
原因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
为由拒赔。

审理该案时，许凤梅觉得调解结
案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多次组织双方
调解未果。随后，许凤梅开庭审理该
案。庭审上，保险公司称表示不接受
13 万元的理赔金额，只愿意赔 7 万
元，可李某家人却不同意。庭审中，
双方的争议点是李某的死因，因李某
是猝死，死亡原因未经鉴定，某保险
公司称不在保险合同范围内。

开庭后，见许凤梅迟迟不出判
决。李某家人慌了，怕许凤梅偏向某
保险公司，便托人找到许凤梅家。当
许凤梅打开家门看到李某家人来送
礼，脸立马黑了，将李某家人拒之门
外。

后来，许凤梅依法出具判决，认
定本案应属保险理赔范围：虽然不能
判断李某死亡原因，但心肌梗塞梗死
亦会引发猝死，该案不能将猝死和急
性心肌梗塞完全割裂；保险公司在事
故发生后，未及时到现场确认保险事
故性质，亦未要求李某家人委托鉴定
部门对李某作死亡鉴定等，存在一定
过错，最终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
李某家人13万元。判决生效后，保险
公司及时理赔，未提起上诉。

从事审判工作27年来，无论是开
庭前花钱买公道的，还是在诉讼中想
拿钱买倾斜的以及胜诉后用钱表达感
谢的……她都一一拒绝。因为她知
道，公道自在人心，法律是公平公正
的，她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
自己的责任。

能量满满

高高兴兴上班，用心工作，热情
接待当事人，许凤梅每天的工作都是
能量满满，真的很像“铁人”。

事实上，许凤梅的身体状况并不
好。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许凤梅的身
体发出了抗议。2009年11月，她累倒
在工作岗位上。在领导的催促下，她
到医院检查。经检查，她患上了一种
罕见的风湿病，并继发肺间质纤维
化、白细胞数量锐减，伴随出现肌无
力、间歇气喘等症状。医生诊断该病
是由长期劳累引起免疫力下降导致
的。幸运的是在医生的帮助下，多年
来坚持服药，许凤梅的身体较以前有
了很大改善。

但是，吃药成了大难题。她会记
得哪天开哪个庭、哪天去见哪个当事
人，但常常忘记吃药。为此，细心的
丈夫在她的手机上设置了服药提醒。

“当时是九死一生的感觉。经历
了这一切，很多东西都看得不那么重
要了。”谈起生病住院的经历，许凤梅
笑着说。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她更加注
重自己的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并且
将这些带入工作生活中。尽管身体条
件并不允许许凤梅进行高负荷的工
作，但许凤梅却仍然能够能量满满地
工作、学习。

这份能量也让同事们敬佩不已。
“不管是为人品格还是办案质量，都没
说的！不光当事人心服口服，我们也
以她为榜样。”郾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法官何娜说。

因为这份能量，在面对当事人无
端要求时，许凤梅也能态度和善地坦
然面对。一次，在开庭审理一起物业
纠纷案中，男方当事人夏某态度恶
劣，多次要求休庭，并报警无理取
闹。面对男子的行为，许凤梅态度依
旧和善，耐心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
理，最终顺利结束了庭审。判决发出
后，夏某履行了判决，并对许凤梅
说：“许庭长，你态度好，这是看在你
的面上我才履行的。”

工作上遇到的委屈事有很多，但
许凤梅却总能摆正心态，冷静对待。
在她看来，案结事了比什么都值得。

“办案公道，不管官司输赢都让人
佩服，就是许庭长工作太拼，看着让人
心疼。”当事人代理律师卢银娣说。

案件款到了，当事人不再为纠纷
烦心了；案子结了，但对于许凤梅而
言，却意味着新的开始。就像时钟上
的指针，在表盘上一圈又一圈地走
着，循环往复，她始终保持着满满的
能量投入工作。在她的影响和带动
下，庭室每个人都电量实足。

采访中，许凤梅曾数次提到“用
心”二字。到底什么是用心呢？用心
是一种办案态度，也是一把办案尺
子，她用它丈量法与情，与良知的距
离，与群众的距离。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许凤梅身上的
光亮。这种光点亮了她自己，也照亮
了别人。这些光是什么呢？那是品性
之光、初心之光，是法治之光，是凝
结了每一位天平守护者的理想之光，
是我们法治社会最明亮的光芒！

2019年7月4日 星期四
编辑：王夏琼 5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法制时空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李 凯 律师

快快法制法制 讯讯

平安提醒平安提醒

201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498件，结案率为99.8%；2018

年，审结民事案件512件，结案率为100%。在2018年5月至8月10

日的执行百日会战中，执结36件执行案件。截至今年6月19日，

已审结案件271件，调解案件136件，调解率为49.8%，结案率为

86.03%。从业27年来，她办理的案件当事人胜败皆服，无因审判

不公引起涉诉信访案件。这是郾城区人民法院一名女法官近年来

的办案统计，这些数据对任何一名法官来说都是高负荷的，对她

来说是更为超负荷的，因为她是常年带病办案。她就是郾城区人

民法院城关法庭庭长许凤梅，一名被同事和群众称为“铁人”的

女法官。

“我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履行了一名党员法官

应尽的职责。”面对众人的夸赞，她的话很朴实。

“铁人”办“铁案”。“铁人法官”的背后有什么故事？近

日，记者走进郾城区人民法院探秘。

■文/图 本报记者 薛宏冰

6 月 28 日，舞阳县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对拒不报告财产、拒接电话、拒不
露面的被执行人宋甲某果断采断拘
留措施。

2014 年，杨某与宋甲某签订售
房合同，约定宋甲某将房屋一套出
售给杨某，价款为 115000 元。宋甲
某于 2014 年 4 月出具收到房款的收
据一份。2018 年 6 月，杨某准备装
修房屋时，发现该房屋已被第三人
宋乙某装修且入住。原告诉至法
院。法院经审理查明，宋甲某的该
套房已于2015年12月被法院以物抵
债确权给另案申请执行人宋乙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与宋甲某所
签订的售房合同已不能履行，杨某
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依法判决
解除杨某与宋甲某所签房屋买卖合
同，宋甲某返还杨某购房款并赔偿
杨某的损失。

判决生效后，宋甲某迟迟不履
行。杨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
行法官孟凡根即时向宋甲某送达了
执行手续，但宋甲某既不履行生效

判决，也不申报财产状况，后来拒
接电话、拒不露面，执行陷入困境。

一边是焦灼万分的杨某，另一
边是拒不履行的宋甲某。为了打破
僵局，孟凡根多次到宋甲某家中，
但其大门紧锁。6 月 28 日上午，孟
凡根再次来到宋甲某家中，终于见
到了宋甲某，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
题，可不管怎么释法明理、劝说，
宋甲某一直坚称没钱。为了防止宋
甲某再次失联，法院果断采取强制
措施，拘留了宋甲某。 巩伟亚

一物二卖失诚信
拒退房款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薛宏冰）“弟子
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
爱众，而亲仁……”7 月 3 日上午，
召陵区司法局召陵司法所响起了朗
朗的读书声。当日是召陵区司法局
社区矫正人员集中点验日，在社区
矫正工作人员的带领下，60多名社
区矫正人员齐声诵读《弟子规》，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不久前，该局率先在全市开展
了诵读经典比赛，来自召陵辖区 9
个司法所的36名社区矫正人员登上
舞台诵读了经典诗词、文章。“通过
诵读传统文化让我知道了善与恶，
对我震撼很大。我现在越来越喜欢
并关注传统文化了。”社区矫正人员

安某说。
近年来，该局积极探索社区矫

正人员教育管理方法，坚持创新载
体，多元化教育，实现“学有所
用、学以致用”，达到社区矫正人员
重塑新生的教育矫正目的。诵读经
典是召陵区司法局对社区矫正人员
教育管理的有效方法之一。自去年
我市社区矫正“诵读经典、矫正心
灵”活动启动以来，该局将传统文
化内容引入社区矫正人员教育改造
过程中，在每周的集中教育学习
日，除学习法律知识外，还诵读摘
抄《弟子规》《道德经》等经典，让
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矫正人员生活，
助力社区矫正人员从“心”新生。

召陵区司法局

经典诵读成社区矫正新课程

遭遇一
帮忙砍价却被坑
几天前，市民郭先生在朋友

圈看到一条帮忙“砍价”购物的
链接，上面写着“找朋友帮忙砍
价，最低 0 元就可以购买苹果 X
手机。”

郭先生当即点了进去，帮朋
友点击了“砍价”键，留下姓名
和电话后，页面马上显示“你已
帮朋友砍了 68 元，活动时间有
限，只要填写信息参与活动，找
朋 友 参 与 砍 价 就 能 零 元 购 手
机。”郭先生不假思索地将链接
转发到了朋友圈，并给好友发信
息要求帮忙“砍价”。

随后，郭先生却收到了一条
信息，上面显示他的银行卡被划
走了600元。“余额一次性被转干
净了，好在微信绑定的不是我存
钱的卡，不然损失肯定更大。我
怀疑就是填写的个人信息泄露
了。”郭先生说。

遭遇二
身边朋友收到诈骗短信
李先生也是朋友圈砍价的受

害者。他看到一个朋友发的帮忙
砍价链接，出于给朋友帮忙，自
己没有多想就点了进去，并输入
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页面也显示

“你已帮朋友砍了XX元”。
之后，李先生身边的许多朋

友都收到了一条留着李先生名字
的诈骗短信。李先生怀疑，自己
的信息就是这次“砍价”活动泄
露出去的。

遭遇三
砍价成功没买到商品
王女士曾参与过朋友圈内的

“砍价”活动，但却并没有因为
“砍价”得到任何好处。

为了让更多人帮忙砍价，王
女士不仅将链接转发到自己的朋
友圈，还让亲朋好友转发到30多
个微信圈里找朋友帮忙。经过一

个多星期的“努力”，她终于将
价格从 4000 元左右砍到了“0”
元。但是，当她点击购买键时，
却发现货品已经售完，无法购
买。“我这么费劲，没想到，最
后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王女
士认为自己被骗了。

微信团队提醒：
对 于 欺 诈 等 违 规 的 链 接 ，

用户可以投诉，微信团队核实
后会依据规则及时处理。请大
家认清正规的平台活动，谨慎
点击不明的链接和文件，对要
求过分提供个人隐私信息的活
动内容保持警惕，注意核实，
谨防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
对于大家的这些遭遇，民警

表示，微信“帮砍价”活动起初
只是用于营销。不少商家通过这
种活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关注
度，实现了不错的营销效果，但
是之后这种成本低、操作简单的
活动被不法分子盯上，他们通过
朋友圈“砍价”收集个人信息或
骗钱，现已演变成一种新型的骗
局，参与过的用户会收到大量的
广告短信和诈骗短信。警方提
示，大家要对朋友圈发布的砍价
赢大奖类似营销保持高度警惕，
切勿轻易填写个人信息，特别是
敏感信息千万要谨慎填写。对于
要求转账汇款的一定要核实好对
方具体身份后再汇款。在遇到诈
骗后一定要保
存 好 聊 天 记
录，及时拨打

“110”报警。

市公安局提供

砍价链接可能是新型诈骗

徐凤梅接待案件当事人。

“铁人法官”许凤梅

■人物介绍
许凤梅，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

省司法学校，1992 年 8 月进入郾城区
人民法院工作，现任郾城区人民法院
城关法庭庭长。从业以来，多次荣获
省、市荣誉，曾连续三年被省高级人
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8年被评为
全省法院优秀办案法官，多次荣获全
市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