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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24年军营淬炼，18年警营磨砺，全国2000多场次的普法宣传，100

多万字的普法课件讲稿，200多万听众，他就是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

所原纪委书记翟学荣。

　　由于长期从事职务犯罪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管理、教育、矫正、研究

工作，翟学荣对各类罪犯的心路历程，犯罪原因、特点、形式、改造过

程、矫正手段、方法甚为了解。

　　他经常走进监区，与服刑人员谈话，了解判决书背后的“故事”。多

年来，他收集整理的有关职务犯罪案例、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忏悔书、改

造心得、有关学生欺凌的音视频千余份，制作了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

挂图五百余幅。

善于总结高招妙招

　　2017年11月，翟学荣给一所学校的初中生讲完课后，一名学生加了翟

学荣的微信，说她想变更抚养关系，看能不能帮帮她。

　　经询问得知，这个初二的女生想把自己的监护人由母亲变更为父亲。

翟学荣并没有立即下结论，而是耐心与孩子交流，孩子很不情愿地说了她

要变更的原因。他试着给学生支招，找母亲谈、找姥姥做工作、找父亲说，孩

子都说不行。

　　孩子父亲打来电话，满肚子的委屈，述说了他为了孩子的抚养权，打了

几年官司，从区法院到市中院……听了翟学荣讲解的相关法律条款和指点，

孩子父亲再次立案并请求翟学荣做代理人。

　　翟学荣却说，不用我出面，你把我与你女儿聊天的记录截图、复印一下，

提交给法院就行。时间不长，孩子父亲就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激动地给翟

学荣打电话：“孩子总算解脱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翟学荣经常与学校联系，与老师、校长交谈，与家长交流，了解他们的困

惑，经常给家长、老师、学校领导讲课，帮他们开出“处方”，学生中存在什么

问题、家庭中存在什么问题、学校安全管理中存在那些漏洞，应该注意哪些

重点问题、重点时段、重点学生等。他讲的鲜活案例，每一个都有图片有真

相，有事实依据，有法理人情。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不同年龄段的个性特

点，翟学荣准备了不同的讲稿课件，他所积累的“问题青少年”矫正办法，被

学校老师誉为高招、妙招。

普法讲课故事引人

　　2010年冬，在一次帮教活动中，一名未成年犯的感恩发言，引起了翟学荣

的注意。这名未成年犯表态说道，他要把“刑期”当“学期”。

　　从谈话中翟学荣得知，这名未成年犯从小就没了父母，跟着奶奶长大，家

境贫寒，初三时为了上网玩游戏，被人唆使犯了罪，被判刑5年。进所后，这名

未成年犯痛改前非，积极改造。翟学荣便与管区领导商量，尽可能给这个未成

年犯提供一些学习的机会，还时常找他谈心，鼓劲打气。

　　2020年8月13日，翟学荣收到一份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他欣喜之余请这个已经出狱的孩

子吃饭，还资助1000元，鼓励他好好读书，并答应到时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在所外，每一次送法进校园，翟学荣的法治课都会从易于引发违纪违法行为的校园生活讲到

青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犯罪构成及判决结果等法律常识；从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讲到违法

犯罪的成本代价。他自创的“案例式普法”广受好评，被老师们称为“普法达人”“说课牛人”；被评

为陕西省“五五普法”先进个人，团省委“青春灯塔”巡讲团专家；担任几十所大中专、中小学法治

辅导员及法治副校长。

微薄之力老有所为

　　从军人到警察，翟学荣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是刚正坚毅、崇法尚德，还有超越常人的不怕苦

累的精神意志。

　　1998年还在服役的他，就因资助榆林市神木县贫困地区的学校、学生及教育事业，被陕

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拥政爱民”先进个人。近来，他虽然步入退休生活，但他关注

最多的还是学生、学校、家长。研究最多的还是教育学生及家长如何应对校园欺凌、怎么度

过青春期、如何珍爱生命、怎样远离网络犯罪及毒品？怎样处理校园突发情况？怎样陪伴

孩子？

　　每一次讲课，他既要重新准备课件还要提前到校。到了学校他不是去校长办公室，而是直

接去会场，连接电脑、测试音视频。有时讲课可能只有40分钟，但他会提前一个小时到。

　　“应人事小、误人事大，宁愿我等人，不可以人等我，这是当兵的习惯、警察的初心。”翟学

荣向《法治日报》记者坦言。“因为我觉得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能为学生、学校、家长、社会做点工

作很值得，本色犹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图① 翟学荣在讲授法治课。

　　图② 翟学荣讲授法治课后给学生解答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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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任宏亮

　　发生“挤车门式”盗窃，从接警到破案只用不到10分钟；跟踪

行迹异常男子下车，摸清了扒手据点；从闪烁眼神、异常衣着入

手，揪出躲藏车厢内的“毒贩”……安徽合肥铁路公安处合肥西

站派出所退休民警郑志宏在37年从警生涯中，破获一系列偷盗

抢、黄赌毒案件，与违法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出出精

彩的警察故事。

　　在郑志宏的家中，有几名长辈都是老公安，因此，他从小心

里就种下了“警察梦”。为了更好地历练自己，1979年，郑志宏应

征入伍，3年时间荣获了优秀战士、先进战士、优秀义务兵，还立

过个人三等功一次。

　　而最让他骄傲的是，入伍第二年申请入党获得批准，21岁就

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984年9月，从部队退伍的郑志宏考入警察队伍，成为蚌埠

铁路公安处押运队的一员。

　　刚上车，不到半个月，郑志宏就迎来了人生“第一案”———

“挤车门式”盗窃。

　　“当时是中途站，上下车时间，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来报警，

放在侧口袋的300多块钱被偷了。”郑志宏回忆说。

　　300多元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警妇女十分焦急无

助。而没有办案经验的郑志宏更紧张，该如何帮助旅客寻回呢？

　　幸运的是，旁边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列车员看到了可疑的一

幕：“刚才有个男的，总在她身边挤，后来就上车了，形迹可疑。”

　　郑志宏立即行动，带着列车员一起去车厢中寻人，在两节车

厢的连接处，嫌疑男子被找到了。郑志宏上前盘问，对方说话支

支吾吾，也拿不出车票。

　　郑志宏将男子带到了警务室，让男子掏出口袋里的物

品———  一卷用红绳捆住的钱。男子完全说不出这是多少钱，而

丢钱的大姐却马上说出了准确的数目。证据面前，男子只得承认

了盗窃的事实。

　　从报案到破案不足10分钟。郑志宏提振了信心，也充满了成

就感，但在他的内心最深处，却又有些不是滋味。“毕竟这次破案

很侥幸。”郑志宏更加明白，警察守护人民，凭的是真本事，下的

是苦功夫。只有练出一身真本领，才能不负一身警服，不负人民

群众的信任与期望。

　　从那以后，郑志宏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空闲时常和老警察、

列车员们聊天学习取经，参加一些交流分享会。阅读书籍，翻看

案件材料等，以尽量掌握小偷各类作案手法，加强识别犯罪的

能力。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郑志宏也担起了更重的担子，跟起

了长途列车。多年的一线巡逻执勤警务工作，让郑志宏练就了一

双“火眼金睛”。

　　在蚌埠到广州的列车上，郑志宏参与了一起查缉毒品案。当

晚8点不到，乘警们对列车卧铺车厢进行检查时，一名20来岁的

年轻女孩不肯下卧铺，佯称自己要睡觉了，但是说话间眼神

闪躲。

　　“第一感觉就是有问题，能够察觉出她的心虚紧张，又故作

镇定。”女孩的穿着也让郑志宏起了疑。当时正值夏天，天气炎

热，女孩却穿着一件长袖。

　　在乘警的再三要求下，女孩只得从上铺下来，而郑志宏又发

现了一个重点细节。“她的手臂上有很多红点，是针眼，几乎可以

断定她有吸毒嫌疑。”郑志宏开始搜查女孩的行装与铺位，但未

发现可疑物品。此时，女孩又提出要求上厕所，却又不拿包，要空

手去。“当时我就猜测毒品可能就藏在她身上。”郑志宏请来一名

女服务员帮忙搜身，果然在女子内衣里发现了

98克海洛因。

　　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能够抓住现形，有时

候，放长线也可以钓到大鱼。

　　在合肥到广州的列车上，郑志宏发现一名

男子形迹可疑。“合肥站放客时，他在踩点，但没

踩上，就跟车走了，一直到全椒下车。”郑志宏一

直盯着这名男子，虽然在列车上没有作案，但他依

靠职业敏感判断，男子是一个惯犯。郑志宏决定跟

着男子下车，摸清其据点。

　　下车后，郑志宏看到，该男子与另一名男子会

合，两人神情很高兴，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郑志

宏记下了车牌，事后联系上出租车司机，得知两人前

往全椒汽车站，准备乘坐回合肥的汽车。随即，郑志

宏与同事又赶往合肥明光路汽车站，而在途中，他们

接到报警，就在刚才的列车上，一名乘客被盗了两万

元现金。

　　而最后证实，正是男子的同伙实施的盗窃，郑志宏

与同事一直跟踪两人至合肥一家宾馆，最终将两人抓获

归案。

　　“抓到时，两人刚分完赃。”郑志宏说，这一案件给他

带来启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任何一个可疑人员，

说不定背后就藏着一个待破的大案。

　　郑志宏已于2020年走完了他的从警生涯。退休前，他将

最后的光与热，奉献给了寂寞巡线，做起了合九线——— 合肥

南大门的“守门人”。

　　“我很幸运，从警的这37年，是我实现梦想的37年。”他说，

能够为旅客挽回损失、打击犯罪，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

列车上的“火眼金睛”郑志宏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个头不高，身材瘦削，沉默寡言，憨厚朴

实，倦容满面但眼神坚定有力，这是“硬汉法

官”林江给人的第一印象。

　　林江是海口海事法院赔偿办主任，2001年

罹患尿毒症至今，经历了两次肾移植。但与病

魔抗争的20年来，他始终恪守法官职责，坚守

办案一线。

誓与死神抗争

　　2001年11月，刚满30岁的林江开始感到身

体易疲劳、头晕，2002年2月病情突然发作，开

始呕吐、头痛。经医院确诊为尿毒症，且已到

肾衰竭中晚期，并发心脏衰竭。

　　30岁，事业和人生舞台的大幕刚刚拉开，

却迎头来了个晴天霹雳。深夜时分，桌子上堆

满了案卷，林江拿着诊断报告，手心都是汗，

沉思过后，他默默地把诊断报告放进了抽屉，

并盖上了厚厚的文件，而这一盖就是3年。

　　3年多时间里，他光血透就做了320次，平

均3天半就要做一次，还要持续承受血压失衡

以及身体脱水导致的恶心呕吐……在这样的

身体状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一人身兼三

职，仍然承担了巨大的工作量。

　　医生李洪对林江印象很深，因为林江好

几次要求调整血透时间，原因是要出差，审理

“热岛风情轮”系列案。

　　那是一起船员薪资纠纷案，58名船员因

长期未拿到工资报酬，情绪十分激动，有人甚

至表示要跳海。为尽早解决纠纷，林江多次同

合议庭法官一道加班加点，反复做调解工作，

终于使这一系列案件在短短不到两个月全部

调解结案。

　　当时的林江，左手臂上有一个“血漏”，这

是为了做血透而把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连起

来后形成的，稍微用力，血液就会喷出。林江

就是用这么一双手，顶着海南夏天的烈日，4

次攀爬摇摇晃晃的软梯登上万吨巨轮去

工作。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拼，考虑一下我们母

女俩好不好？”“当时知道很危险，但大家都上

了，我也不想搞特殊化。”事后，妻子王春燕责

问林江，林江如是说。

　　就这样，虽然历经3年血透治疗，2004年、

2011年两次肾移植手术，但林江20年如一日始

终坚持在审判工作一线。2004年12月30日，林

江在广州接受肾移植手术，因为向单位请假，

他的病情才公开。

撑起生命天平

　　对海商事审判，林江有着特殊的挚爱。对

成为一名海商事法官，林江有着特殊的自

豪感。

　　2016年，海南一临高籍渔船在北部湾被一

艘外籍货轮撞沉，造成3人死亡。当事人在周

日清晨7点赶到海口海事法院申请扣船，考虑

到事态紧急，当事人情绪激动，林江与合议庭

其他法官及时赶到单位立案处理。

　　由于海事部门无法确定被临时扣押的外

轮就是肇事船只，且货轮上装的是生鲜食品，

72小时后必须放行。为了及时化解矛盾，林江

与海事、渔政部门、双方当事人多方联系，深

入查找证据，耐心说理说法。最终，在临时扣

押期限内案件得以顺利调解，受害方的合法

权益得到及时充分的保障，外籍货轮也及时

将货物运抵下一港口交货，避免了更大损失。

　　事后，该案当事人特地从临高赶来，将一

面书写着“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锦旗送到法

院，表达对林江和其他办案人员的感谢和

敬意。

　　2020年，林江承办海口海事法院首起因遗

失提单引起的公示催告案件，他与合议庭从

便利当事人角度出发，充分运用海商法的弹

性规定，在申请人提供可靠担保的前提下，

将通常至少需要两个多月的提货时间缩短

到了4个工作日，保证了进口货物的及时交

付，充分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海事司法

担当。

　　“因为病痛，我一直渴望找到医术高明、

医德高尚的医生。其实这就像当事人对法官

的期待，他们也非常渴望碰到的都是公平、公

正、水平高的法官。”同病魔抗争，让林江对自

己头顶的国徽和肩扛的天平有了更深刻、更

直观的理解，他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撑起心中

的天平，树立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践行初心使命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长大后当法官

的念头，上大学选的是法律专业，毕业后如

愿以偿进入法院系统。”谈起为何走上法官

之路时，林江说。

　　林江与病魔顽强抗争、工作积极进取

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他

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三等功，荣获“2005

中国法官十杰”银法槌奖、第六届“海南

省杰出青年卫士”、全国模范法官、全国

优秀法官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纪念章等众多荣誉。

　　面对荣誉、鲜花和掌声，林江没

有迷醉，更没有向组织和领导提过任

何额外的要求，还是一如既往地乐

观、坚强和默默无闻地工作。

　　自担任赔偿办主任以来，林江

在完成案件评查等大量全院性工

作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司法救助

的立案审查新模式，并通过司法

救助让30多个家庭暂时摆脱经济

困难。他所办理的案件结案率

100%，服判息诉率100%，无一例

上诉案件。

　　“我从一进法院，就担任林

江法官的助理。林江法官对工作

要求严格，时时告诫我对待每一

个案件都要一丝不苟；每当我对

案件一筹莫展时，他总是要亲

自走访，到一线调查取证；每当

开庭审理时，他总是提前整理

好整个案子的细枝末节，并告

诉我做好万全准备，就是维护

好每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官助理陈秀亮说。

　　“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因

为我生病，还给组织添了不

少麻烦，组织又给我这么多

荣誉，我真的是受之有愧。”

林江说。

  图① 林江荣获全国模

范法官归来。

  图② 林江深入工厂收

集案件证据。

本报通讯员 李羽玲 摄

两度换肾的“硬汉”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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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郑志宏（右）与同事夜间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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