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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她“很急”，工作起来细腻又雷厉风行。

　　她“很暖”，从警19年，参与社会公益事业15年，个人累计捐款近

十万元，帮助困难群体累计百余人。

　　她叫赵楠，陕西省女子监狱二级警长。她先后获得“陕西好青年”

“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陕西省第五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称

号，2020年4月被陕西省司法厅记个人二等功一次，2021年1月被司法

部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近日，记者跟随陕西省委政法委组织的“先进典型推树调研活

动”采访团，走近这些平凡工作岗位中做出不平凡事迹的政法工作

者，了解他们如何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赵楠就

是其中一位。

累计服务时长590小时

　　初见赵楠，通过不长时间的采访接触，便印证了陕西省监狱管理

局政治部副主任吕崇军的话，赵楠两口子看起来都比较“佛系”。

　　赵楠和老公都是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察，赵楠在陕西省女子监狱

工作，丈夫在陕西省长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也许是因为两口子聚

少离多的原因、也许是两人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丈夫一直很

支持赵楠做社会公益事业，充当了“司机”“劳力”“银行”等角色，从不

埋怨。

　　谈及做社会公益事业的初衷时，赵楠说：“从我记事起，就常常看

到收入微薄的外公外婆将自家的米、面、衣服送给生活更为拮据的左

邻右舍，从那时起一颗善的种子就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

　　赵楠真正开始做公益还得从2006年10月说起。她在中央电视

台看到《漂亮准空姐成植物人，母亲模拟播音5年唤醒女儿》的报

道后，内心被深深触动，作为同龄人，赵楠替准空姐惋惜，替母亲心疼。

　　赵楠便多次联系，在了解其家庭状况后，不定期给她们汇款寄物。直到对方把电

话打到陕西省女子监狱时，监狱领导、同事才知道赵楠6年多来默默无闻奉献爱心的

事迹。

　　从那时起，赵楠便在公益路上一直前行至今。2013年赵楠加入了陕西省好青年团

队，她与“好青年”团队一起走进养老院、儿童村、慰问环卫工等。

　　据统计，赵楠利用工作之余参与志愿项目86个，服务时长590小时，从2006年起连续

15年为困难群众、留守儿童捐资助学累计近十万元，受助群众百余人。

将善念融入工作

　　赵楠做公益时始终把善的信念和行动做到知行合一，在工作中，她更是秉持着真

心、细心、耐心，12年如一日做好服刑人员管理教育改造工作，为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服刑人员王某与丈夫是双押犯，女儿一直由奶奶照顾，2009年夏天即将迎来女儿的

高考，赵楠作为王某的管教民警了解到这些情况，及时为王某讲解高考政策。经请示领

导后，赵楠特意让王某在高考前、中、后三个时间段给孩子拨打亲情电话并适当延长通

话时间，让妈妈为女儿送上最贴心的问候与祝福。后来，孩子顺利被西安一所院校录取。

　　2010年5月，戴某和秦某刑满释放，在办完手续即将离监的那一刻，未满20岁的戴某

说：“赵警官，我们可否和您拥抱一下？”

　　戴某说：“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教育，您是警察但更像是我们的

姐姐，如今就要回家了，心里很高兴，也很感谢您……”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诠释了赵楠

心中坚持的那份善念与力量。

　　2015年10月，赵楠与陕西省女子监狱四监区警察来到阎良区德瑞养老院，为30位

五保户老人送来了女服刑人员利用工余时间编织的爱心围巾、手套，将特殊人群的

爱心送出高墙。老人们收到礼物后开心地说：“原来监狱把服刑人员改造得这么好。”

监区警察将活动情况反馈回来，服刑人员激动地说：“我们本以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上

的废人了，竟然还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一定用自己

的方式踊跃参加。”

身体力行援鄂抗疫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农历大年初二早晨起床，赵楠便和西安的几个志愿者团队开始了爱心口罩认捐活

动。12个小时内，赵楠一直低头“畅游”在手机里，收到捐款125800元。全部用于湖北、陕西

的疫情防控工作。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举动，赵楠引起了丈夫的不满，两人拌了嘴。

　　丈夫说：“好不容易放个假，也不休息休息，何况明天我要封闭执勤。”

　　“虽然疫情之初我无法奔赴抗疫一线，但我想为社会做些事情、尽些责任，武汉

‘生病’了，警力会不会紧缺呢？需要去支援吗？如果组织有需要，我一定报名。”赵楠

坦言，在新闻上看到第一批援鄂女警已经抵达武汉的消息时，她就一直在想，自己

什么时候可以奔赴一线驰援武汉？她跟家人、领导、朋友谈过自己的想法，也在家偷

偷地收拾好行李。

　　3月18日至4月12日，赵楠如愿来到武汉的隔离点从事监管安全工作。她凭借12年

一线管教经验，迅速进入监舱开展工作。工作中，她克服长时间穿着防护服的严重不

适感，加班加点熟悉监区情况，作为监区包组组长，她认真研判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

服刑人员思想动态，采取多种形式落实教改活动任务。每次进入监舱时赵楠都带着

自己抄写的励志文章，通过谈话、分享等方式缓解服刑人员压力，鼓励他们为武汉争

光、为湖北争光。

　　“援鄂工作已经过去一年了，忘不了我们公益团队协调一车车爱心物资送往武汉的

画面，忘不了父母支持我上‘战场’时的坚定与信任，忘不了花薇领队在援鄂期间对每名

队员的悉心呵护与照顾，忘不了在武汉工作时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我想说只要祖国有需

要，我仍会义无反顾，走上前线。”赵楠说。

□ 本报记者  徐鹏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鲁丹阳

　　离开家乡37年，王刚始终牢记母亲的嘱

咐：“到部队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干再累

再苦的活，身上也掉不了一块肉！”

　　今年53岁的王刚，现任青海省西宁市公

安局城西分局胜利路派出所管区警长，也是

青海省首位“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主要负

责社区综合治理、治安保卫、社区管理等

工作。

　　16岁那年，高中毕业的王刚从河南农村

老家应征入伍来到青海，开始了改变他一生

的军旅生涯。在部队，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学

习，他希望能够拥有强健的身体和充实的大

脑，早日实现保家卫国的梦想。进入军营一

段时间后，王刚逐渐发现了一个“神秘组

织”，“他们每周五下午都要参加集中学习，

还有资格跳进粪池淘粪积肥，不是党员的不

能参加。”那时候王刚的心中对党员充满了

崇拜和羡慕，也坚定了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的信念。

　　18岁那年，王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120名干部战士对70多个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的人进行无记名投票，最终王刚以最

高票数获得唯一一个入党指标。

　　成为共产党员后，王刚对生活报以更

加积极的态度，刻苦训练和学习、每天在

大家起床之前打扫完卫生、带动士兵挑灯

学习备考军校……他年年被评为“训练标

兵”，当兵第四年就获得了青海省军区司

令部嘉奖。

　　2003年，从军19年的王刚主动要求转业

到地方公安部门工作，成为一名头顶国徽、

肩抗盾牌、身披藏蓝的人民警察。

　　从警18年，王刚一直坚守在防控犯罪、

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

命记在心中，把辖区居民的大事小事放在眼

里，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守护着万

家灯火的祥和。

　　“我的辖区内多为老旧小区，内部群体

成分复杂，不稳定因素多。”王刚说，基层民

警是公安机关的眼睛和耳朵，耳聪目明才能

扎紧安全“篱笆墙”。这些年每周有一半的时

间他都在辖区居民家中，摸排基本情况，做

到矛盾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王刚就是

这样，用脚步一寸寸丈量辖区，一步步走进

群众的心里。

　　这些年，王刚一直帮扶辖区的魏淑珍一

家，“年过九旬的魏阿姨和一双患有精神障

碍的儿女生活，我经常买些米面油、牛奶、水

果去看看老人家。”

　　今年“五一”前夕，王刚得知魏淑珍特别

挂念住院的儿子后，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自

己开车带着她去康复医院探望许久未见的

儿子。

　　“不按时间来安排工作，而是按工作来

安排时间”是王刚的惯例，为了做好基层服

务工作，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为

群众提供“热线服务”。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正准备下班的王

刚突然得知辖区某小区的两户居民正在吵

架，赶到现场后，发现两家人情绪激动，一方

还拿着菜刀，情况十分紧急。王刚初步了解

了事情前因后果后，对双方进行开导劝说，

并带到派出所进行教育。双方矛盾解决后已

是深夜，而王刚连一口晚饭都没来得及吃。

“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发生警情就要第

一时间去处理，加班加点、不能按时吃饭睡

觉是家常便饭。”

　　王刚介绍，他平均每年要处理100余起

邻里之间、家庭内部、业主与物业公司、商家

与消费者的矛盾纠纷。随着治安环境好转，

辖区案件发生率与往年相比下降80%；利用

二维码在线为群众答疑解惑后，报警率下降

了60%。

　　王刚凭借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

多次荣获“优秀社区民警”“优秀公务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驻村民警”等

称号。

真心贴近群众

　　2017年年初，陈某独自一人怯生生地

坐着轮椅来到雁石法庭立案。这一幕，被

邱熠枫看在眼里。

　　原来，两年前陈某帮一家建材公司联

系购买煤矸石，然而对方却一直拖欠十多

万元的货款未给。无奈之下，陈某打算将

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可得知该公司面临破

产，陈某担心即使将公司告上法庭，也无

法拿回货款，便隐瞒事实，将和他对接的

工作人员告上了法庭。

　　很显然，这起案件如果以诉讼主体不

适格，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就能结

案。但邱熠枫知道，这终究不能解决陈某

的实际困难。庭审结束后，邱熠枫叫陈某

到他办公室稍作休息再回去。通过聊家常

了解陈某的生活情况，他顺势对案件作了

分析，阐明法律规定并提出建议。最终，陈

某坦露了实情：“法官您说的对，我打算撤

回起诉，另寻他法。”

　　陈某撤案了，并不代表邱熠枫的工作就

这样结束。为了让陈某的事情得到妥善解

决，他事后多次走访、协调，不仅联系上了拖

欠货款的建材公司，还说服了该公司支付货

款。陈某喜出望外，对邱熠枫连连致谢。

　　邱熠枫明白，要想真心贴近百姓，就

不能只把功夫用在庭上。所以，每次老百

姓到庭，无论咨询立案还是要求帮忙调

解，他都坚持亲自接待；每次开庭结束后，

他都会和当事人再唠唠嗑；每次纠纷解决

之后，他都会嘱咐当事人再经过法庭时要

进来坐坐……

纠纷化解在前

　　雁石法庭辖区的村民居住分散、在外

打工者居多、诉讼成本较高。

　　为此，邱熠枫注重审判与调解的优势

互补，通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案外情况，

因案施策做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

升办案效率，增强群众司法获得感。

　　“刚刚接到电话，双方意见已经达成

一致，基本是往你提出的方案靠拢。”前不

久，雁石镇干部找到了邱熠枫，告诉了他

这个好消息。

　　此前，雁石镇村民陈某因腰痛不适，

到附近卫生所看病。卫生所以针灸、局部

药物注射和药物静脉点滴予以治疗。当天

12时45分，陈某出现了昏迷症状，12时50分

左右死亡。后经福建闽西司法鉴定所鉴

定，陈某因左、右锁骨上部位的针灸刺伤

锁骨下血管和心脏主动脉管壁，造成心包

填塞致急性心功能障碍，继发呼吸功能障

碍，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你们双方也是族亲关系，因为这次

事情，大家关系闹得有些僵，情绪很激动，

我想大家都能理解。”作为雁石法庭庭长，

邱熠枫第一时间介入，积极参与诉前矛盾

纠纷化解。“现在大家都先把脾气收一收，

我根据以往大致怎么判的，提供个方案，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随后，经过雁石法庭

与雁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努力，双方

达成了调解协议。

　　“这起纠纷化解期间，邱熠枫庭长做

了很多工作，提了不少方案，促进了纠纷

得到快速妥善的处理，真的非常感谢他的

用心付出。”镇干部说道。

不一样的好法官

　　雁石法庭辖区有6个乡镇，132个行政

村，离龙岩中心城区20多公里。邱熠枫白

天开庭办案，晚上还得去找当事人做工

作，为了节省时间，他索性当起了“住庭

法官”。

　　“一个星期平均下来，至少要下乡

进村两次，虽然有时候会比较辛苦，但

是多一次接触，就多一次交流，当事人

跟法官的距离也就更近了一步，有助于

让事情尽量圆满地得到解决。”邱熠枫

说道。

　　在一起不当得利纠纷中，陈某误将一

万多元转入同村邱某个人账户。由于邱某

家庭贫困，一万多元对他而言就是一笔巨

款，他不肯轻易就此退还，反而马上将钱

款取出，人躲了起来。

　　多番查找都不见邱某下落，邱熠枫决

定在下班得闲时，定期去邱某家看看，一

来关心下邱某独自在家的老母亲，二来便

于了解邱某动态。

　　尽管吃了几次闭门羹，邱某母亲还是

被邱熠枫的真诚所打动。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和邱某母亲的配合下，邱某将款项如数

奉还，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

　　事后，邱熠枫及时联系镇政府加大扶

贫力度，解决邱某的生活困难。带着感激

之情，邱某对邱熠枫说：“你是个不一样的

好法官！”

　　图① 邱熠枫（右二）深入田间地头为

群众普法。

  图② 邱熠枫（右二）入户访民情。

功夫花在庭外的“农民法官”

□ 本报记者  王莹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林成龙

　　“法官不是官，百姓最喜欢。庭长

不带长，百姓围着转。”这是福建省龙

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雁石人民法庭

庭长邱熠枫的工作守则，也是他的工

作心得。秉持着“急百姓所急，想百姓

所想，解百姓所难”的信念，邱熠枫用

他的“走心”服务与当地干群打成一

片，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穿行在田间地

头的“农民法官”。

　　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以来，邱熠

枫共审结各类案件1781件，无一因处置

不当而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群众上访

等事件。其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

国法院办案标兵、福建省十佳法官、福

建省最美劳动者、福建省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被记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

功1次。近日，福建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第八指导组配合龙岩市政法系统培树

先进典型，邱熠枫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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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赵楠援鄂归陕封闭隔离留影。

　　图② 赵楠援鄂抗疫期间身穿防护服（左一）。

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

图① 王刚在辖区向居民宣传法律知识。

图② 王刚在警务室接待群众。

图③ 王刚在辖区调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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