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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陈少丹 吴楠

　　她，是走进社区的“治理员”。

　　她，是直面难题的“大学霸”。

　　她说：“我，就是一位人民法官。”

　　在今年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对荣获“全国优秀法院”

“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其中，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朱

建娜荣获“全国优秀法官”称号。

　　从2008年走入法院至今，朱建娜在庄

严的法槌声中，公正裁判，解“法结”更解

“心结”；她把天平放在心里，一手托着法

律，一手托着老百姓的生活。

逐字推敲：

精准领悟意思表示

　　在朱建娜看来，只有既懂得法律，又

懂得老百姓的生活，才能真正判好案子。

　　这是一起父子二人起诉孩子舅舅的

案件，2005年，孩子外祖父的宅基地拆迁，

当时生活在外地的原告一家并不知情，

相关拆迁协议均由孩子舅舅一人签署，

房产全部由舅舅获得。多年后，孩子母亲

去世，原告父子俩回到顺义，却无法要回

属于母亲的房产，无奈之下将舅舅告上

法庭，索要当年拆迁时本应该分给孩子

母亲的房产权益。

　　此案权利义务关系看似比较清晰，

根据拆迁协议、宅基地登记卡、购房发票

等书面证据，房屋应当归被告舅舅所有。

但朱建娜注意到了48份村民提交的支持

原告诉求的联名请愿书，她意识到案件

绝对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为还原事实真相，朱建娜多次走访

村委会、镇政府、开发商，但因时间久远，

证据链残缺，调查工作毫无头绪。面对心

急如焚的父子，朱建娜真诚告知：“请放

心，我比你们更希望纠纷能尽快解决。”

　　朱建娜逐页逐条查找拆迁档案，一

字一句地研究拆迁协议，发现协议中的

原则性条款实则内涵丰富：“根据原房面

积、结合人口结构，本着分得开、住得下

的原则……”她理性推断，当年的拆迁政

策考虑了家庭人口情况，原告孩子母亲当

时作为未成年子女，且作为房屋拆迁时唯

一拥有本村户口的家庭成员，理应是涉案

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之一，而被告舅舅在取

得宅基地使用权证时已经是城镇户口，取

得房产实质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看清深

层次的实质利益分配规律后，朱建娜果断

地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不仅仅是在为群众解决法律

问题，而是更应当透过法律问题，尽全力

解决困扰群众的社会问题。”朱建娜觉

得，公正的司法裁判不只是依赖证据的

表象信息作出法律框架内正确的法律适

用，而是要关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背

后的实质生活问题，寻求更多元的方式

帮助群众从根源上化解矛盾与纠纷，这

与诉源治理司法改革目标不谋而合。

探求本源：

关注纠纷背后的群众生活

　　对朱建娜来说，大量的一审案件虽

是工作压力，但也是启发其诉源治理思

路的宝贵资源。面对立案庭不断攀升的

物业纠纷案件，朱建娜发现，如果仅通过

司法裁判的方式，虽然化解了个案纠纷，

但往往难以触及根本，案结事不了的问

题逐渐凸显。

　　在某物业公司诉100余名业主拒交

物业费的系列案件中，由于物业服务成

本不断上升，物业公司决定上调费用标

准，但部分业主拒绝交物业费，被物业公

司起诉至法院。朱建娜发现，涉诉小区属

于中高档小区，且业主普遍收入和受教

育程度较高，逃避交费的主观恶意较低，

他们认为自身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物业

服务，涨价前物业公司也没有征求全部

业主的意见，没有说明涨价的依据。

　　为从根本上解决纠纷，朱建娜还联

合法院宣传部门积极联系北京市电视

台，邀请《向前一步》栏目组实地采访报

道，利用栏目组搭建的平台，邀请相关专

家共同解决问题，录制了节目《物业费涨

价的质价之争》，最终促使业主与物业公

司达成一致，业主按照新调整的标准，支

付了物业费。

　　朱建娜没有止步，在该案的基础上，

她带领团队钻研近20年间物业案件，撰

写了《顺义法院关于物业纠纷案件诉源

治理的调研报告》，深入分析成诉原因并

提出对策，总结纠纷形成、发展、变化的

司法规律，从而准确识别同因性诉讼，及

时研判批量诉讼风险，触发属地政府吹

哨报到，推动属地完善政策、优化管理。

　　调研报告从原计划的2000字，到4000

字、8000字，再到最终版的4万字，内心最

初的困惑，在一步步逻辑推理中、一点点

素材积累后，逐渐明晰。“法律问题从来

都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其背后是深层

次的社会问题。”朱建娜说。此后她带领

团队充分运用调研成果指导实践，并做

好普法宣传工作，结合12368人工语音诉

讼服务热线与吹哨报到机制，建立起诉

源治理司法需求响应服务机制，协同住

建委、居委会、业委会等各方力量调解矛

盾，力求从源头处化解纠纷。2020年，顺义

法院上半年物业纠纷同比下降八成，除

了疫情因素外，诉源治理工作功不可没。

学以提质：

用研究夯实审判基础

　　在日常工作中，朱建娜是直面难题的

“大学霸”。

　　“没有她不会办的案子。”调解员亢

师傅频频称赞。原本不懂医学知识的朱

建娜，为了弄懂“五年生存率”这个医学

概念与法律上确定死亡赔偿金时的赔偿

年限之间的关系，开始攻读厚达1800多页

的《现代肿瘤学》著作，检索大量论文以

及询问相关专业医生。现如今，晦涩难懂

的医学术语朱建娜张口就来，看完病历

基本已经大致推出伤残等级。

　　同时，朱建娜还是坚持不懈的“研究

员”。朱建娜审理的邵某诉贾某等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被评为北京法院系

统的参阅案例。她深入思考“车辆所有人的

责任形态”“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效力”等

问题，执笔的两篇论文均获得了全国法院

第二十九届学术论文讨论会二等奖。

　　谈及自身，朱建娜说：“我只是一个

人民法官。”

　　全国优秀法官、北京法院民事审判

业务标兵、北京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北京市模范法官、北京法院优秀速裁团

队成员、个人三等功两次……朱建娜并

不在乎荣誉的多与少，因为在她心中，再

多的荣誉都无法超越“人民法官”这个称

号赋予自己的责任和分量。

  图①①  顺义法院的图书室是朱建娜

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图②②  朱建娜出庭审理案件。

朱建娜：
懂法律更懂百姓生活

□ 本报记者  黄辉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健根

　　“Catch the guy！”在柬埔寨西

港某娱乐城门口，一名中国小伙子

指着一群人中的白衣男子用英文指

认。10名荷枪实弹的西港警察一拥

而上将白衣男子摁倒在地，戴上手

铐……

　　突如其来的遭遇，令白衣男子

一脸茫然。直至面对犹如神兵天降

的警察，刘少林这个特大跨国网络

赌博犯罪集团的头目这才醒悟，自

己如今在劫难逃了。

　　操着一口流利英文、与柬埔寨

警察并肩战斗的中国小伙子，便是

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有组织犯罪

侦查处一级警长黄重才。

　　刘少林，是涉案超亿元的跨国

网络赌博犯罪集团的主犯，他潜逃

至柬埔寨，乔装打扮、隐姓埋名混迹

在西港一带长达5年。黄重才在受领

任务后，仅用一个月就将其追捕

归案。

　　刚开始，跨境追逃对从未出过

国的黄重才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

领域。因为既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

又面临着所在国法律上的差异、治

安环境的复杂、抓捕条件的险恶、疾

病流行风险等问题。

　　黄重才秉持“绝不放任一个罪

犯逍遥法外”的信念，凭借自己精通

外语、法律知识娴熟的优势，迅速制

定工作计划，对全省负案在逃的嫌

疑人展开全面分析研判，很快梳理

出了一批逃往境外案犯的名单。他

将这个名单按国别分类设卷，依据

目标逃犯轨迹流、信息流、资金流等项目归

类，为每一名目标嫌疑人建立专门档案，逐案

逐人制定“个性化”缉捕策略，做到“基本信息

清、出逃轨迹清、潜藏地点清”，确保每个目标

嫌疑人的行踪尽在掌控中，为省公安厅跨境

追逃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2019年1月，九江市警方侦破一起涉案资

金超两亿元的网络赌博诈骗案。民警分别在

湘、渝、闽等地将彭某辉等3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但该犯罪集团案的主要嫌疑人袁某、袁某

某两兄弟却一直在逃。之前，省、市曾联合组

成追逃组对袁氏兄弟进行抓捕，但由于对逃

往国司法政策不熟悉、语言交流不畅、治安环

境错综复杂等因素影响，无功而返。

　　黄重才接手这项任务后，利用大数据进

一步分析研判，很快将目标锁定在柬埔寨的

西港。跨国办案，受司法程序、侦查技术、设备

手段等影响，他只能靠原始方法，一个一个地

点走访，一个一个人员核查……

　　为了摸清袁氏兄弟活动规律和准确藏身

地点，黄重才白天装扮成赌徒，在赌桌上转

悠；晚上装扮成流浪汉，在赌场出入口的垃圾

堆里紧盯来往行人。经过5个昼夜蹲守，最终

在奥斯卡娱乐中心将袁氏兄弟锁定。

　　经紧急请示汇报、积极协调，柬埔寨西港

警局迅速出警将袁氏兄弟当场抓获，并移交

给黄重才等一行。

　　在追逃过程中，黄重才和战友们不仅要

与在逃嫌疑人斗智斗勇，也常常经历着生与

死的考验，他们中有的感染上了登革热，有的

被飞车抢夺撞断两根肋骨，甚至遭遇歹徒伏

击……黄重才自己也遭遇过飞车抢夺，还险

些落入绑匪的手上，但他没有退缩，始终坚守

在追逃路上。

　　由于与所在国法律制度的不同、执法程

序多样复杂、语言交流沟通不畅、地域

环境不熟悉、侦查设备手段受限等诸

多因素，导致公安机关在侦查、抓捕和

押解逃犯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成本。

为此，黄重才摸索总结出了“针对可能

潜逃国外嫌疑人提前进行预判，全面

掌握嫌疑人潜逃的可能路线，在国门

之内设卡拦截，尽量将犯罪嫌疑人控

制在国内”这一前置方案，并成功堵截

了36名欲潜逃境外的嫌疑人。

　　针对追逃目标所涉罪名各异、逃

跑意志强弱及尚在继续潜逃与投案自

首之间徘徊等特点，黄重才因人施策、

因时制宜，打出跨国追逃抓捕与劝投

“组合拳”，开创追逃战法新篇章。

　　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司法资源，给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改过自新的机会，

黄重才坚持抓捕与劝投相结合，他通

过各种渠道宣传最高检、最高法、公安

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详细了解

在逃人员在境外的经济基础、生存状

况，并对其可能面临的刑期及子女配

偶在国内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周密

制定抓捕和规劝投案两套工作方案，

用足用活法律政策，积极动员在逃人

员家属配合做好劝投工作，甚至不畏

艰险在境外与案犯直接对话，成功从

境外规劝了一批在逃人员归国投案

自首。

　　去年12月，黄重才会同丰城市警

方对该市同一个案件的两名目标在逃

人员进行研判发现，嫌疑人朱平躲藏

在柬埔寨，家里经济负担重，自己生存

条件也不好；而嫌疑人熊成隐藏在马

来西亚，具体地址不详，但与朱平情趣

相投。

　　黄重才在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关

心扶持朱平家庭贫困生活入手，帮助解决低

保等问题。在黄重才的感召下，朱平不但主动

要求投案自首，还与民警一起通过远程连线

做起了熊成的劝投工作。在黄重才的法律知

识宣传和朱某的现身说法下，熊成很快便从

马来西亚飞到柬埔寨投案自首。

　　此后，黄重才又利用带多名在逃人员归

国自首的契机，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组织策

划了“回家才是王道”投案自首宣传仪式。此

举在境内外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先后带

动8名在逃人员归国自首。

　　近3年来，黄重才奔忙在跨国追逃的路

上。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走

遍20多个国家的大小城镇，寻遍了各大酒店、

赌场、娱乐场所，甚至混进贫民窟……

　　在实践中，黄重才摸索总结出了“WIFI+

IP”追踪定位法和跨国追逃“境外抓、边境堵、

苦心劝、巧妙诱”技战法，并将这一技战法运

用于实战，先后与战友们从柬埔寨、缅甸、泰

国、菲律宾、越南、南非等国抓捕、劝投、堵截

境外在逃人员227名，直接赴柬埔寨和中越、

中缅边境参与抓获、劝投涉黑犯罪在逃人员

50余名。

　　为此，黄重才被同行誉为“跨境追逃尖

兵”，多次受到江西省公安厅的嘉奖，先后被

评为“优秀公务员”，3次荣立三等功。公安部

曾两次发来贺电，表彰他和同事在跨境追逃

中的优异表现。

　　（文中所涉及的跨境潜逃嫌疑人均为

化名）

  图①①  黄重才（中）和同事研究追逃方案。

  图②②  黄重才（左二）在柬埔寨成功规劝

犯罪嫌疑人朱某（中）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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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哥，嫌疑人身份确定，在重庆

某公寓内。”1月21日晚，孙敏虎猎网工作

室民警李荣，在经过了数十个小时的研

判后，成功锁定一涉嫌裸聊诈骗的电信

诈骗团伙。1月23日下午，在孙敏虎猎网

工作室的支持下，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

局解放派出所组织警力成功在重庆抓获

该团伙的周某、李某等9名违法犯罪嫌疑

人，涉案价值12万余元。

　　工作室的“领头羊”孙敏虎，人称“老

虎哥”，从警27年，从一名社区民警到一

名反诈先锋，他用了10年时间，找到了自

己身为警察的“终极目标”。他热爱反诈

事业，更热爱被骗群众在领回自己被骗

钱款时，那种发自真心的感谢，“哪怕为

了破一个案子熬了几个通宵，跑了大半

个中国，只要有那一个笑脸，就是对自己

所有付出最好的肯定。”孙敏虎说，这也

是他做警察最大的成就感。

　　10年里，骗子从街头躲进了网络，从

家族式的集群诈骗演变成了现在成体系

的、有组织有层级的诈骗集团，而孙敏虎

也从派出所走到了南湖公安反诈中心，

现在更是成为孙敏虎工作室的领头羊。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不

同，存在虚拟空间大、调查取证难等问

题，跨区域作案甚至跨国作案情况时有

发生。每次侦破一起诈骗案件，孙敏虎都

会把笔录和物证细细研究一遍，对他来

说，这既是对以后相似案件侦破的一种

学习提升，也是对未来诈骗手段翻新的

一种掌握和预判。

　　“跟以前接到诈骗报案以后立马想

到做视频侦查不一样，现在我们破案，就

要以眼还眼。”孙敏虎说，在工作室每个

民警面前的屏幕上，是数以千百万计的

大数据在不断翻新滚动，“但凡接触，必

定会留下痕迹，这条定律能在现实中成

立，在网络上也能成立。”孙敏虎说。

　　2020年12月21日，“孙敏虎猎网工作室”

正式成立，这是对孙敏虎在反诈工作上的

肯定，也是南湖公安反诈工作专业化、团

队运作的一个起点。

　　“年底，冒充领导诈骗案件高发，大家

再次梳理下线索。”1月26日下午，在孙敏虎

工作室内，每周一次的诈骗案件分析会正

在热烈进行。民警吴栋梁、李荣、钟辉、刘磊

作为工作室精英战队中的四名“虎将”，各

自身怀“绝技”，为侦破案件如虎添翼。

　　成效怎么样，关键看破获。“22个小

时，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1月7日

晚19时，新丰派出所接到付先生报警称

自己遭遇了信用卡套现诈骗，接到报警

后，新丰派出所民警立即将信息通过“在

线反诈”系统进行上报审批。

　　“在线反诈系统自动上报止付的同

时，我们根据派出所上报的信息及时进

行研判分析。”擅长数据分析研判的民警

吴栋梁，第一时间对该案件开始研判。凭

着敏锐的侦查嗅觉，通过应用信息化及

大数据分析、摸排、梳理后，吴栋梁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广州市天河区一带活动，

并成功锁定落脚点具体位置。此时，时间

是1月8日17时，距离受害人报案仅过去22

个小时。新丰派出所民警连夜赶赴广州，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萧某抓获。

　　“在孙敏虎工作室的支持下，建设派

出所在福建松溪县成功端掉一个招嫖诈

骗团伙，被骗资金全部追回。”1月27日凌

晨，在福建出差的建设派出所民警王晨

晖发来捷报。

　　2020年12月14日，罗某在网络招嫖时

被骗，随即到建设派出所报案。此类诈骗

涉及大量社交账号、银行卡电话卡流通、

买卖，致使办案民警在海量信息中一时

揪不出头绪，无法快速确定犯罪分子。

　　有着5年电信诈骗案件侦查工作经

验的民警李荣，从现有的信息入手，借鉴

外省公安机关成功破获案例的经验做

法，经过分析研判，终于从无头绪的信息

“海洋”中准确提炼出该案件4名犯罪嫌

疑人的身份信息，并会同派出所办案民

警王晨晖一起制定抓捕计划，成功将该

案件的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精通数据分析的吴栋梁，反诈“老干

部”李荣，专业警校出身的“火眼金睛”刘

磊，擅长网络技术攻克的“科技大咖”钟辉，

在孙敏虎的带领下，这支南湖公安反诈战

线的精英战队，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

“追与打”是他们的工作日程，一路风尘与

时间赛跑，只为把群众的“钱袋子”捂好。

  图①①  工工作作中中的的团队成员钟辉。

  图②②  孙敏虎向被骗人员返还现金。

  图③③  孙敏虎猎网工作室成员。

周晨磊 徐弘历 摄  

反诈精英“老虎哥”和他的团队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陆娟

　　孙敏虎猎网工作室，浙江省嘉

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一个以民警

名字冠名的工作室。5名精干警力，

打破警种壁垒形成合力，作为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的预测预警、合成研

判、落地打击及战法、学术研究的

专业团队，他们在线上线下与诈骗

分子斗智斗勇，24小时全天候守护

百姓的“钱袋子”。截至目前，团队

牵头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4起，

打处涉网新型犯罪嫌疑人160人，

打处新型犯罪团伙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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