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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心灵守望山乡的安宁
——记全国模范法官、西峡县双龙法庭庭长姬海朝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杨文甫 封 德

他，人称“铁脚法官”：他长年奔走在大山深
处，足迹遍及156个自然村、782平方公里的村村
寨寨。

他，人称“移动庭长”：河畔村头、田间地头瞬
间就能支起“临时法庭”，他和他的“车载法庭”常
年穿行于西峡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

26载风霜雨雪，他与辖区淳朴的父老乡亲结
下难舍之缘；凭着这份执着与坚守，他赢得了父
老的真情、同事的赞誉、业内领导和专家的认同，
凭着这份执着与坚守，他由一名不懂法律的门外
汉，成长为一名全国模范法官和最美乡村法官。

他，就是西峡法院双龙法庭庭长姬海朝。

法徽、法槌搬上警车，国徽架到车顶，车身悬挂“西
峡县人民法院车载法庭”横幅，从村里借来桌椅板凳，
搭起临时简易的审判台……姬海朝庭长的村头简易法
庭就这样开庭了。

“现在开庭！”伴随着清脆的敲击法槌声,接下来的
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所有程序一个都不少；平时很少
有机会“出庭”的乡亲们新奇地感受着法庭审案的每一
个具体环节，一番互动和规定程序下来，案件情节和是
非曲直一目了然，案件最终成功调解。被告感慨：姬庭
长，本来我想把官司往南阳、往省里打，但看到你们今
天不辞辛苦到我们这深山仡佬里开庭，啥也不说了，你
说赔多少就是多少，再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当场获得 2000 元赔偿损失的王老太激动地说：“真
没想到呀，遇上这么好的法官，我这老婆子没有跑腿就
把钱要回来了。”参加旁听的村干部感叹：“这个纠纷我
们调解了好几次，都没有调解成功，没想到姬庭长现场
一开庭，啥都解决了，还让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
育课。”

像这样的“移动庭审”，姬海朝每年组织不下数十
场。辖区山高路远，老百姓打场官司极为不易。最远
的山村，需驱车 3 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场。在基层法庭工
作 20 年间，姬海朝也记不清自己利用“车载法庭”巡回
审判多少起案件，他只知道，只要百姓需要，不管多远，
他都会风雨无阻，及时赶到。

家住双龙镇山涧沟村的六旬老人靳
老汉因杜某拖欠其 2095 元劳务费求助于
双龙法庭，因山高路远，老人行动不便，姬
海朝决定调解解决。可当他询问并登记
双方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时，却发现杜某
已经搬离原址，而邻居也只能提供大概位
置。姬海朝二话不说，立即带着法庭同志
连夜到杜某所在的四五个小区挨个打听，
第二天忙完正常工作后接着打听，终于在
一周后才打听到杜某的确切住址。当姬
海朝把通过调解成功讨回劳务费的消息
通知靳老汉时，靳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

“只要我们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温情
办案，再难缠的当事人，都会被真情软化；
再大的恩怨，也会烟消云散。”姬海朝动情

地说。
这种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体现在姬

海朝工作的许多细节：他在法庭门口悬挂
温馨提示牌，告知来庭群众法庭干警去向
及联系方式，为方便残疾人诉讼，在法庭
设立了残疾人通道，对书写困难的当事人
进行口头诉状记录，对经济有困难的当事
人提供司法援助，依法缓减免诉讼费……

法庭上，一锤定音；法庭外，他的工作
却远不只这些。丁河镇李某不会忘记，因
自家的小拉车打气爆胎受伤而与销售商
打官司，双龙法庭调解期间，祸不单行，儿
子又车祸住院，姬庭长自费购买水果营养
品专程赶到医院看望；山涧沟村陈老汉不
会忘记，因自家黄狗撞人致伤，双方长期

达不成赔偿协议，姬海朝和同事驱车 20
多公里，把巡回法庭开到陈老汉家门口，
案件当庭成功调解……

为方便乡亲们咨询，他将办案常用的
法律、法规存入手机电子书，无论身在何
处，只要拇指一动，民诉法、民法通则、合
同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等常用民事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一应俱全。

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他还利
用手机通过网上 QQ 视频聊天的方式审结
了杨某某诉李某某离婚一案，为此杨某某
给法庭送了一副写着“远程电话调解，便
民利民办案”的锦旗。

对待当事人要有公心、热心、诚心和
耐心，姬海朝称之为“四心工作法”。

2012 年 9 月 5 日，是姬海朝刻骨铭心一天。
那天，他六点多钟就起床，把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国

微、法槌等必要的开庭用品搬到警车上，驱车 20 多公里，先
来到二郎坪镇，利用“车载法庭”巡回审理了刘某弟兄二人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又到距法庭上百公里的太平镇
上口村审理一起家庭联产承包山林纠纷，中午在路边小店
简单吃了点饭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送达传票，等把最后
一张传票送到当事人手里时，已是傍晚时分。就在返回法
庭途中，警车在一急转弯处，一辆违章占道行驶的大货车
迎面撞来，警车瞬间被拦腰撞翻，法庭一名年仅 24 岁的干
警不幸当场遇难,他自己也手腕等多处骨折，身受重伤致九
级伤残。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办案途中遭遇车祸。

九级伤残，再加上长年奔波患上的高血压、心脏病、胃
病，姬海朝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躺在病床上，想着牺牲
的年轻同事，“车载法庭”还要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他陷入
了深深的痛苦和纠结之中。

妻子抹着眼泪劝他离开法庭回法院机关上班，院领导
也对他说：你为工作差点把命搭上，想回来就回来吧。

“姬庭长，你可是俺的救星啊！对你们来说，俺托你们办
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俺们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
如果不是遇到过不去的坎，俺可能这辈子也不会踏进法院的
门。”恍惚中，山乡父老情真意切的知心话又回响在耳畔。

“辖区父老们需要我，双龙法庭需要我，我更舍不下乡
亲们，乡亲们太需要法律了……”他辗转数夜，最终做出了
令家人揪心的选择，继续留在双龙法庭。

伤情刚一稳定，手腕骨折的夹板还未解除，他就重返双
龙，踏上了大山深处的“车载法庭”，巡回在辖区的沟沟岔岔。

2010 年以来，姬海朝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721 件，审结
710 件，其中车载法庭下乡巡回审判案件 603 件。其中调解
撤诉 575 件，调撤率 81%。

面对最高法院授予他的“全国模范法官”称号，面对省
法院授予他的“十大人民满意法官”和“全省法院最美乡村
法官”称号，姬海朝淡淡地说，这些荣誉，不属于他个人，应
属于培养他成长的领导、长辈，支持他工作的亲人和协助
他办案的父老乡亲，更属于千千万万和他一样默默奋战在
基层一线的政法干警们。

凝望着苍茫的伏牛深山，姬海朝的眼神淡泊而宁静。在
他的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没有惊心动魄的剧情，唯
有平凡而至性的付出和漫长而执着的坚守。宛如一株栉风沐
雨的平安树，他静静地守望着一片山乡的安宁。

(照片由王晶雅提供)

“学需结合”提高学习主动性

“没有兴趣，就没有记忆。”从事教
育工作 30 年的南阳市第九小学校长武
向东颇有感触，他说，学生兴趣的培养
要与其年龄相适应，6 至 12 岁的孩子容
易接受直观形象的事物，所以老师通
过创设情境，综合运用探究式、互动
式、讨论式等多种教法，提高学生全
面、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积极性。

“利用‘一起作业’网络学习平台
是我校英语教学中的一大亮点。”贾黎
宁老师自豪地介绍，学生可以利用电
脑网络自学英语，可以在手机上随时
随地听英语课文、背单词，同学之间还
能进行知识 PK。优美的动画游戏，让
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记
住了单词，也锻炼了口语和听力，孩子
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由以
前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活泼，好动，贪玩是小孩子的天
性，教师应该结合学科特点，开展多形
式的趣味活动。”何仁婕老师提到，将
听录音、讲故事、配音等引入课堂，课
堂气氛活跃，学生学习热情高、兴趣

浓。QQ 群、微信群成为教师与学生交
流互动的平台，老师可以在线答疑，学
生之间也可以就学习方法、学习感受
等进行互动交流。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
要服务于学生的需求。”南阳市第九小
学副校长刘端说到，九小采用“三环六
步”学习模式，重点关注教学对象，通
过全面分析学生学习的基础、需求、方
法和习惯等，了解学生真正需要什么，
设置不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在动
力，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达到

“讲需对接”的理想境界。

“家校合力”激发学习潜能

“亲其师，信其道”，南阳市宛城区
教研室主任段天才认为，老师的人格
魅力、言行举止、学识、教学艺术对学
生产生吸引力，从而使学生喜欢老师，
进而喜欢这个老师所教的学科，对学
习产生浓厚兴趣。

南阳市宛城区教体局工会主席李
建志也谈到，教师要平等对待学生，运
用多种评价方式，克服以往重智轻德
的唯成绩化倾向，拓宽评价范围，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
“关注学生的表现，在他表现好时

及时给予鼓励和赞美，或者偶尔‘贿
赂’学生，给些譬如棒棒糖、流行的小
玩意之类的物质奖励，能够在无形中
拉近学生与老师的距离，学生也会更
加喜欢和信任老师。”水玉老师分享了
自己的经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就
要给学生无限的爱。

“我是一名老师，更是一个家长，要想
最大化激发孩子的学习潜能，家庭教育也
至关重要。”南阳市第九小学副书记孙丽
说。南阳市第九小学开办了“家长学校”，
通过举办讲座、亲子游戏、开展“家长和学
生共读一本书”比赛、走进大自然等活动，
加强家长和学生沟通，让家长和学生共同
进步。建立“家长档案袋”，引导家长主动
以身作则，起到导向作用。

马桂秋老师谈到，家庭和父母作
为孩子生活的主要环境和第一任老
师，父母的学习阅读习惯都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孩子，父母要在孩子面前起
到表率作用。可以与孩子进行一些读
书比赛或分享各自的读书感悟，增加
学习的趣味性。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学
生一步步走进书中，享受阅读。

“靳阿姨，我是一个羞涩的山里娃，
不善表达，但这里我要发自内心地叫您
一声‘妈妈，亲爱的妈妈’……”在“代理
妈妈”靳麦勤收到的众多来信中，她对这
一封印象最为深刻。

写信的孩子叫李飞，家住西峡县，父
亲意外身亡，母亲积劳成疾，家庭生活十
分困难。身为西峡县妇联主席的靳麦勤
主 动 当 起 了 李 飞 及 其 妹 妹 的“ 代 理 妈
妈”，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资助，帮
助李飞兄妹完成学业。

“代理妈妈”活动是南阳市妇联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的活动，着力
解决留守儿童亲情缺失问题。

“在小学三年级之前，我从来没有叫
过‘妈妈’。”娜娜说。见到娜娜，是在她
所管理的猕猴桃专业合作社里，今年 25
岁的她已经是这里的负责人了，有着自
己美满的家庭和事业。在娜娜看来，这

一切都源于在小学三年级遇到了自己的
“代理妈妈”——余慧琴。

娜娜是一名弃婴，被回车镇的一位
老人捡到后带回家抚养长大，尽管家境
很贫困，老人和自己的儿子为了抚养娜
娜却倾尽全力。2003 年余慧琴第一次见
到了娜娜。“瘦瘦小小的，蓬头垢面，家里
的状况看的我直心酸，周围的人让小孩
儿叫妈妈，小孩儿愣是叫不出来，因为从
来就没叫过。”初次和娜娜见面，余慧琴
就决定做娜娜的“代理妈妈”。

12 年的时间里，每逢节假日，余慧琴
都会把娜娜接回自己家，为她换洗衣服，
辅导她功课。2010 年开始，余慧琴将自
己的合作社交给了娜娜进行管理，解决
了娜娜的工作，余慧琴又忙着替她物色
男朋友……

像娜娜一样幸运的孩子还有很多，
19 年来，南阳市直、县区、社工等层面“代

理妈妈”人数达 800 多人，被代理儿童累
计达 12 万人；各级妇联共协调争取到各
类助学助困物资物品达千万件；早期被
代理的孩子有的已经进入大学学习，有
的已经结婚成家，有的传承爱心接力，也
加入到“代理妈妈”队伍中。南阳市委书
记穆为民称赞“代理妈妈”活动是开在南
阳大地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

“‘代理妈妈’是对留守儿童成长的
一种精神呵护，是留守儿童问题的一次
成功探索。但‘代理妈妈’的模式，无法
彻底解决留守孤困儿童的问题，父母教
育的缺失，是留守儿童成长中的缺憾，孩
子还是应该在父母身边长大。”南阳市妇
联主席张婉婉说，要积极实施“人才回归
工程”，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农民居家
创业。同时，城区要降低门槛、敞开校
门，接纳农村留守儿童随父母融入城市
生活，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孤困儿童数量。

刘明莹很忙，见到她时，她还在和学
生家长交流学生的学习情况，采访一结
束，她就又急急忙忙地赶去内乡县开讲
座。

刚刚获得“中原名师”称号不久的南
阳市三中语文老师刘明莹，从 18 岁执鞭
到现在已有 20 多年。刘明莹搓着沾满粉
笔末的手走近我们，衣着朴素的她和一
般人没什么区别，但她散发出的平易近
人的气质使她在人群中很突出。

跟她讲话时，她总是俯下耳朵认真
地听着，对待学生，刘明莹有着同样的耐
心。“每一个学生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
理由不把他们照顾好。”刘明莹说。

2003 年，那时“非典”是个使人听了
都不由得屏住呼吸的词。学生的卫生安
全十分棘手，刘明莹不仅把这当做大事，
而且当做是自己的事儿。

她把自己在学校的宿舍整理出来，
每天一壶一壶的烧热水，然后给孩子们
洗澡。每天早上上课前，她都要给学生
测量体温，发现体温异常的学生就立刻
送到医院检查。听说营养对孩子的抵抗
力十分重要，刘明莹就让老公送牛奶到

学校给孩子们喝。
正是因为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学生都把刘明莹当做自己的“妈妈”。即
使再调皮的孩子，到了刘明莹这里都能
安安稳稳的静下心来学习。

回想起六七年前，刚一开学，班上有
个叫吕品一的学生就把教室的桌子推翻
了一半，各科老师都拿他没办法。但刘
明莹偏偏不信这个邪，于是她和学生家
长商量后决定把吕品一带到家里进行一
对一的辅导。

21 天，吃住在一起，刘明莹用行动改
变着这个孩子。每天放学后，刘明莹监
督他认真完成家庭作业，然后还会经常
和他聊天，通过走进孩子的内心来教育
孩子。慢慢地，吕品一不仅丢掉了之前
的 坏 习 惯 ，而 且 学 习 成 绩 也 是 突 飞 猛
进。现在在英国读书的吕品一每年回来
聚会时，都会第一个给刘明莹敬酒：“妈，
您辛苦啦。”多年来，刘明莹培养了很多
优秀的“儿女”。

然而，她还是“辜负”了一个孩子，那
就是自己的儿子。没有陪孩子买过衣
服，很少有机会给儿子做饭。

老公李振国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李振国说：“她敬业的有点儿‘过分’，洗
衣做饭我一个人全包了，接送孩子的也
是 我 ，孩 子 的 老 师 以 为 我 们 是 单 亲 家
庭。”

刘明莹深知自己对家庭的亏欠，但
她说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就
不是孩子了吗？“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是把他们的希望交到了我们手上，这
份责任太大了，丝毫马虎不得。”

谈到这些年的辛苦付出，刘明莹不
愿说太多。但我们在书架上看到的足足
有六七厘米厚的《刘明莹荣誉集锦》时，
已经明白了她流过的每一滴汗。

““名师名师””会客厅会客厅
走进南阳市第九小学走进南阳市第九小学

如何培养
孩子的学习兴趣？

主持人：刁良梓
撰 稿：聂艳霞 袁永强
摄 影：詹 馨

托尔斯泰曾说过：“成功的
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
激发学生的兴趣。”浓厚的学习
兴趣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激发学生智力潜能。很多
小学生贪玩，自制力较差，不爱
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导”
的行为极为重要。河南日报名
师会客厅栏目走进南阳市第九
小学，邀请各位老师谈一谈，老
师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
法，家长如何配合，才能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

村头开庭，他让乡亲们
切实感受到阳光司法

温情办案，他用真情诠释法官的人性内涵

无怨无悔，他因公受伤
致残毅然不改初衷

代理妈妈：给留守孤困儿童温暖的母爱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蔡国风

刘明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金永胜

核心提示

姬海朝（右一）和同事们翻山越岭到偏远村寨巡回审理案件

姬海朝（右二）深入群众调解纠纷

“车载法庭”巡回山乡审理调解民事纠纷

南阳市第九小学师生参加“名师”会客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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