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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潘钰平

  “做百姓的贴心法官，为百姓办好每一个案

子，是我作为一名法官的毕生追求。”这是浙江省

丽水市遂昌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陈武文

常说的一句话。

  自1993年从原浙江法律学校法学专业毕业后，

陈武文已在法院系统工作了整整28年。28年间，他从

一个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成长为一名备受称赞的

优秀人民法官，成为了一名时刻为群众着想的优秀

共产党员。他先后审结各类案件4000余件，其间无错

案、无上访、无矛盾激化，曾先后荣立三等功、二等

功，获得丽水最美干警、最美遂昌人等荣誉称号。

  从业28年，陈武文承办了4000多件民商事案件，

始终本着耐心、负责的态度去审理每一个案件。“民

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

让民众能够顺服于公正，是他的初心，也是作为一

名政法干警的使命。

  陈武文曾办理过一起离婚案件，诉讼双方因财

产分割问题产生纠纷，庭前先行调解不成，庭审中

又产生较大分歧，但陈武文始终耐心听取双方意

见。本着案结事了的原则，庭审后陈武文又向双方

辩法析理，如此往复4个多小时。最后，双方终于达

成调解协议并当庭履行完毕，双方满意而归，陈武

文略显疲惫的脸上也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陈武文总喜欢用最“土”的话语、最“土”的例

子，将抽象的法律规定解释给当事人听。“您说的我

听明白了，这官司我输得心服口服。”在陈武文听

来，这就是最动听的声音。

  陈武文是遂昌法院破产案件的专家，他于2008

年开始办理破产案件，十余年间，始终保持着热忱

和专业的态度，锤炼自己的能力。在去年疫情防控

期间，陈武文承办的破产案件入选了全市法院“抗

击疫情、助力复工复产”十大典型案例，受到市中院

的通报表彰。

  “破产案件会牵涉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县客运

站要破产了，不好拍卖处置，停止运营，老百姓出行

又很不方便……”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陈武文总

是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去处理，或许在他眼中，办案

就如同“家中巧妇几十年如一日的生火做饭”，遇到

的困难和磕绊也不过是“炒菜时溅出的一两点油

星”。除了破产案件，陈武文在拆迁补偿、公司法等

领域也研究较深，专业且令人信服。

  为了能够更加高效、准确地办好每一个案件，陈武文经常拿着那些

“砖头”书籍不停地翻阅，还笑着说“我专业选得好！天天胜高考”。

  陈武文不仅是一名法官，更是一个团队的核心和灵魂，他的敬业精

神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一直以来他都是同事们乐于请教的“大

牛”，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陈武文的手机24小时开机，哪怕深夜有来电向他请教问题，他也悉

心指导毫无怨言。有一次他不小心脚受伤休息在家，县政府就把协调会

搬到了他家。他还是一个知心的“大朋友”，经常和同事们有说有笑，给

严谨的工作环境增添了不少轻松愉悦的气氛。

  陈武文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献给了审判事业和百姓，能够陪伴和

照顾家人的时间寥寥无几。他总是假装毫不在意地说到，“孩子都没怎

么管过，现在也上大学了，也不需要管了。”不善于表达内心柔情的他对

于家人，心里总是存着一份牵挂和愧疚。

  以党员之名，坚守初心和使命，办好每一个案子；与百姓为伍，

保持热忱和耐心，排解每一处忧难。陈武文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代替言语，以法律为剑，守护人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为县域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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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门僮”蔡军：

被群众需要我骄傲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文/图

  “大家先别急，技术人员正在抢修。放心，大

家的事不办好，我们不下班。”9月30日，安徽省合

肥市公安局车管所包河分所业务大厅网络系统

出现故障，这可急坏了办事群众。但听到蔡军的

承诺后，骚动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果然，蔡军没有食言。晚上8点多，等系统恢

复，送走最后一位办事群众，蔡军和同事们才下

班。而像这样的延时服务，早已是常态化。 

  “群众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

在的大事。”蔡军把群众的小事当大事办，在平凡

的岗位上，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让规则执行更有

人情味，让制度落实更加有温度。

为群众服务一天走上两万步

  在包河分所业务受理大厅入口处，你经常会

看到一位头发花白，“装备”无线耳麦，身材清瘦

的交警，他就是年过半百的蔡军，同事们喊他“老

蔡”，熟悉他的办事群众则会开玩笑地喊他一声

“老门僮”。

  老蔡在办事群众的口口相传中知名度很高。

到包河分所之前，老蔡在合肥易佰龙机动车检测

站交通违法处罚点工作。

  “同志，您好！您要办什么业务？请把证照

让我看一下，我来告诉您怎么办理。”孙邦山第

一次来到处罚点，就对主动迎过来的蔡军留下

了好印象。被扣分罚款，有谁是高高兴兴来的

呢？但蔡军一个亲切的微笑和一句温暖的问

候，让孙邦山的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他提出

能不能看一下自己的交通违法记录，老蔡立即

从电脑里调出来。

  “他解释得非常清楚，合情合理，提醒我下次

遇到同样的情况该怎么做，最后还叮嘱开车上路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我口服心服。”老蔡打破了

孙邦山对窗口服务的固有成见。后来，他还特意

跑去看蔡军办公，发现老蔡对所有办事群众态度

都非常友好，让人感觉很舒服。

  “像老蔡这样暖到群众心坎的警察，值得表

扬，更值得成为榜样！”孙邦山把一面表扬老蔡的

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蔡

的感谢。

  闲不住的老蔡把固定咨询台变成“流动咨询

台”，整个业务受理大厅都是他的办公室。每天在

大厅里来回穿梭，主动迎接、服务办事群众，一天

下来就能走上两万多步。但这样从早到晚全负荷

运转也容易得职业病，老蔡就身患高血压、肾结

石、美尼尔氏综合征等疾病，多次晕倒在岗位上。

然而，病情一旦稳定，老蔡就立即出现在业务

大厅。

  “我习惯了跟群众打交道，给他们带来便利，

我觉得挺充实；能被他们需要，我觉得挺骄傲。”

老蔡说。

爱琢磨工作巧出“金点子”

  1998年，蔡军从部队转业到合肥市公安局，

从事过接处警、机要、档案、信访、车管等工作，

岗位虽然都很平凡普通，但不管从事什么工

作，他都爱琢磨方法，在工作中经常出“金点子”

“好主意”。 

  “蔡哥无论做什么都带着死磕到底的精神

头，他心里想着的永远是如何把工作做到最好。”

车管所民警武文鹃还记得，刚入警时自己打电话

向老蔡请教档案制作。老蔡非常热心，从档案制

作、分类、编码、制章到档案盒采购、档案销毁，足

足说了两个多小时。

  老蔡还主动编写了一本《档案管理手册》，他

把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关于档案的各种

规定都整理归纳进来，并制作了一个档案管理工

作索引，给从事档案管理的交警同行参考学

习。老蔡说，过去基层交警因为工作繁忙，把交

通事故处理卷塞进档案袋里，成了“麻袋档案”，

日久天长可能就弄丢了，提高档案规范管理意识

非常必要。

  到基层最一线工作，是老蔡主动申请的。刚

到车管所工作时，老蔡压力也很大，担心不熟悉

车驾管业务，不能让群众满意。如何练就窗口业

务“全能手”，成为业务大厅里的“问不倒”？老蔡

办公桌抽屉里放进了两本书：车管所资料汇编，

公安部123号、124号令汇编。一有空他就看就背就

思考，书页已被翻得卷曲泛黄。

  他还有两本群众工作“宝典”，一本是“群众

意见簿”，一本是“业务受理（处理）登记表”。他把

群众反映的车驾管业务问题分门别类，及时和相

关部门联系，问题解决后再反馈给群众，做到政

策解释到位、教育疏导到位、途径引导到位、跟踪

追办到位。“回复群众的每一个问题，都要有法可

依，有理可据。”老蔡说。

  此外，他还建立《遗失物品登记簿》，3年内捡

拾物品送还失主约30余件左右。这些措施都在提

高窗口服务效能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换位思考就知道该怎么做

  8月的一天，一对小夫妻走进包河分所的大厅，

因为显得有些犹豫，很快老蔡就注意到了他们。

  老蔡询问得知两口子来自农村，在合肥打

工，有一辆小型车，办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时被告

知刷脸比对系统没有通过，所以无法处理。听说处

罚点的老蔡是个热心肠，就想着来碰碰运气。

  老蔡当场指导他们下载使用“交管12123”

App，帮他们在手机上完成了违法处罚。小两口一

个劲儿说谢谢，不一会儿又拎着一桶菜籽油，返

回来悄悄找到老蔡，非要给他尝尝。老蔡笑着说：

“谢谢！心意我领了，油不能要，你们打工也不容

易，以后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违法就是对我们

工作最大的支持了。”

  群众评价车管所窗口服务，往往就是看能不

能把老百姓那些“小事儿”放在心上。“我只有一

个想法，服务窗口就是要让老百姓办事更舒心。”

老蔡说，脱了警服，自己也是普通老百姓，到外面

办事，也想别人笑脸相迎，也想别人提供帮助，

“只要换位思考，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老蔡把温暖给予他人，自己也收获颇丰。基

层工作4年来，老蔡解答群众咨询，解决问题达23

万多条（个），收到锦旗9面，12345市长热线表扬17

件，12389（公安部举报中心）表扬3件。

  图① 教办理业务的群众使用交管12123App。

  图② 向群众讲解如何在网上处理交通违法。

  图③ 线上帮助群众查询处理交通违法业务。

□ 本报记者       王宇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陆敏

  经典影片《阿诗玛》让大众知晓了彝族撒尼

人的故乡———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当

地人称女子为“阿诗玛”，把男子称作“阿黑哥”，

一个是美丽的化身，一个是坚毅的代表。而在石

林当地的众多“阿黑哥”心目中，最具“阿黑哥”气

质的人莫过于有着彝乡“神探”之称的毕跃忠。

较劲一 查寻线索绝不言弃

  要说现任石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毕

跃忠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爱较劲。  

  两年前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

彝乡初冬凌晨的寂静，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某

店价值50多万元的物品被盗——— 这在民风淳朴

的当地，可谓一桩大案。县公安局当即成立专

案组，各方骨干民警到现场勘查，但专案组主

要负责人却坚持要求毕跃忠一定要参与其中。

理由是此案中被盗店地处繁华地带，情报手段

的运用是破案的关键，作为全省公安机关情报

系统中的行家里手，毕跃忠参与进来有助于快

速结案。

  然而，侦破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民

警提取监控视频时发现，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

施工，只有距案发地几十米外路口的监控能用。

100余名可疑人员、2000余辆车辆轨迹、2万余条通

讯数据……没有目击证人，现场提取的脚印不能

挖掘出太多有效信息，大家熬了个通宵收集到的

这些有限线索根本无法确认嫌疑人身份，案情瞬

间变得有些棘手了。

  距离案发已经一个月了，民警排查了那么

多，却仍旧没有头绪。“没线索也不是你们的

错，算了！”案件侦破迟迟没有进展，就连店老

板都想放弃了。

  “干警察，不破案，不抓凶手，不是白干吗？一

定是遗漏了什么！”爱较劲的毕跃忠全身心地投

入到案件侦破中，走访、排查、反复推断，直到获

悉案发两个多星期前，附近的一餐馆也遭遇类似

偷盗，但由于老板觉得损失不大，就没报案。

  相近的时间，相似的作案手法，在毕跃忠看

来，这些都是破案的关键所在。果然，在毕跃忠的

带领下，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真相水落

石出。

  “这劲没白较！”毕跃忠坚持不懈、善于观察、

好推理的“神探”作风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许和群

众的掌声。

较劲二 智能破案提升效率

  初识毕跃忠的人都爱问他为什么这么爱较

劲？而他则以“和时间赛跑”来作答。

  刚参加工作时，毕跃忠被分配到派出所，很

快他发现基层民警的工作方式费时费力、事倍功

半。为改变以往“刀耕火种”式的侦破方式，2010

年，石林县公安局开始筹备自己的情报中队，有

想法、肯干事的毕跃忠成为主力的不二人选。但

就县级公安机关而言，当时没有任何经验、模式

可供参考，无论软、硬件都是一片空白，这对毕跃

忠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自我挑战。

  为了“智能破案”的愿望，他和同事李永振分

工合作，毕跃忠对信息战术比较敏感，李永振对

软件应用有兴趣，从最基础的问题入手，天天跟

自己较劲。他们拿着案件信息去看视频监控，时

常因为讨论兴起而忙个通宵。为了方便，他俩在

办公室一人备了一张沙发床，同事们都开玩笑说

他们是公安局的“长明灯”。半年后，他俩真用电

脑破了几个诈骗案和盗窃汽车案，速度比传统方

法提高了一倍有余。“智能破案”从愿望变成了现

实，全局的刑侦工作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但这

对毕跃忠来说还远远不够。

  2012年，毕跃忠带领情报中队民警，侦破了

涉案金额180多万元的“假英镑”系列诈骗案，

该案件入围当年全国公安机关20大信息化精品

案例之一，从此石林的情报工作一炮打响，走在

了全市、全省前列。

  毕跃忠与同事自主研发的情报系统及部分

战法、案例在全市、全省、全国被推广应用。身为

刑侦大队和合战中心的负责人，疫情防控期间，

毕跃忠冲在最前、战在最前，每天分析数据5万余

条，把“神探”明察秋毫的专业精神发挥到了极

致……

  这些傲人的成绩背后却是毕跃忠带领同事

加班加点赶出来的，面对亲友劝他注意身体别那

么较劲时，他说：“案子有大有小，但每个案子都

有受害人，每个受害人背后都关系着一个家庭，

我们多做一点，也许就能帮一个家庭走出困境。”

较劲三 解决机制留住人才

  2019年底，毕跃忠开始主持刑侦大队工作时，

有几个业务骨干提出换岗去其他部门。他们的心情

毕跃忠能理解，他和他们约定：“给我半年时间，半

年内，我解决你们所有的后顾之忧，如果做不到我

亲自写推荐信把你们介绍到其他部门。”那天起，毕

跃忠和全队民警辅警一个一个谈心，了解他们最迫

切的需要、工作中面临的最大困难。

  通过交谈，毕跃忠发现最大问题是来自工作

和家庭双方面的压力大，让民警们的心理负担有

点重。他制定部门管理办法，推行弹性勤务模式，

整合大队内部资源、优化警务工作。机制运转起

来，大家的气色好了，遇到工作上的难题也能互

帮互助。谁家里有急事，大队领导带头顶上，队伍

的凝聚力、团结力也上去了。几个月后，之前想转

岗的几位同事再也没提这事。

  毕跃忠同样也面临着工作家庭难兼顾的问

题，但他更愿意用和自己较劲的方式来化解。他

孩子刚出生时身体不好，妻子带着孩子在昆明看

病，为了不耽搁工作，毕跃忠每天下了班就驱车

近100公里赶到昆明主城区照顾老婆孩子，早上8

点前再赶回石林上班，同事们眼看着他半年内从

62公斤瘦到49公斤，孩子病好了，他却查出甲亢住

进了医院……

  “神探”“阿黑哥”“尖兵”……这些都是毕跃忠

身上的“标签”，从内勤、社区民警、情报尖兵到刑侦

负责人，一路走来，毕跃忠靠着勇往直前的拼劲、永

不服输的韧劲、惩奸除恶的狠劲，守护着平安和谐

的彝乡净土。面对赞誉，他总是说自己不是个聪明

的人，只是一个认死理爱较劲的人，他相信正义终

能战胜邪恶，办法总比困难多，能力不够就和自己

较劲，破案难度大就和嫌疑人较劲。

  

  图① 毕跃忠(左三)对一起电诈案件侦破情

况进行汇报。

  图② 毕跃忠（中）收集辖区沿街商铺店主关

于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

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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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武文（中）向案件当事人了解情况。

图为在社区法官工作室，陈武文（中）解答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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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黑哥”毕跃忠：爱较劲的彝乡神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