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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记海淀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办公室法官单自红
当事人要“自尽” 老法官机智夺刀

一个多月前， 北京海淀法院
诉讼服务办公室的56岁法官单自
红吓出一身冷汗： 在资产评估现
场， 一名当事人把手术刀架在脖
子上， 他机智地将当事人手里的
刀子夺下来， 并耐心劝说……

从2011年起， 老单就开始负
责海淀法院全院的房地产评估、
工程造价、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的
现场勘验工作。 “对我来说没什么
困难的，我都能应对。 ”尽管在老
单粗略的估计中， 他手里的案件
中70%的当事人都不配合。

老法官为评估人员“撑腰”

老单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组织
评估机构勘验现场。 举个例子，
比如两边分家析产， 要弄清楚房
子值多少钱才能判决， 法院不能
自己做主定价格多少， 得评估机
构来定价。 按照程序， 资产评估
首先要在北京高院指定的名录内
通过摇号方式确定具体的评估机
构， 然后与评估机构联络沟通的
任务就落在了老单肩上。

原则上评估机构可以独立开
展评估工作， 但因为各方当事人
往往积怨已深， 评估机构的工作
人员见多了现场 “仇人见面分外
眼红” 的场景， 总是找老单 “撑
腰”，“您来吧，万一现场有事呢？ ”

抢下当事人手上的刀

评估程序往往并不繁琐， 但

当事人的误解却常常令局势一触
即发。 今年6月23日， 老单就遇
上那个一语不合就 “举刀自尽”
的当事人。 老单介绍， 这起案件
是房屋买卖纠纷， 案件的承办人
告诉他 ： “双方当事人矛盾很
深， 尤其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
子， 情绪很激动。”

老单对此早有准备。 在现场
评估之前， 老单专门给这位当事
人打了两次电话， 都被这位当事
人凶了回来： “我不允许你们来
评估！ 凭什么评估房子？” 当事
人误会法院对房屋评估， 就是要
判他败诉， 要查封他的房子。

果然， 评估现场情绪激动的
当事人没说两句就把胳膊举到半
空时， 距离他自己的脖子很近。
“我心说他拿个签字笔比划什么，
可我再一看哪是签字笔呀， 是一
把手术刀！” 当刀锋距离当事人
的动脉只有几公分时， 其他人都
蒙了。

老单惊而不乱， 他在一刹那
的判断是： 这柄刀太小， 刀把全
被当事人攥在手里， 不好夺； 这
柄刀又太锋利， 动作幅度稍微不
注意， 就可能 “见血”。

“不是跟你说了吗？ 评估房
产不一定就是你败诉， 这和官司

的输赢没有关系。 你自己也请了
律师， 你先去问问他， 看看我说
的对不对 ， 你这姿势怎么打电
话？ 赶紧跟律师联系联系。” 老
单一边安慰当事人， 一边寻找时
机， 在当事人与在场的对方律师
对峙时， 他抓住机会一个箭步掰
住了当事人的手 。 刀被夺下来
后， 惊魂未定的老单按住当事人
的双肩， 反复说明评估的目的和
意义。 “还不错， 他后来就平静
了， 还跟我一起走出了现场。 真
是吓了我一身汗。”

老法官镇住“彪形大汉”

这不是他头一次处理类似的
紧急情况。 几年前， 在一起分家
析产案件中 ， 双方矛盾分歧很
大。 其中一方当事人是一位年近
七旬的老爷子。 老单规劝老人没
必要前往现场 ， 可老人倒很执
着： “我要去， 我得主张权利。”

不出所料， 老人和他的女婿
在现场与对方当事人———一位30
多岁的女子发生争执。 老爷子一
方说对方 “太欺负人”， 对方也
不甘示弱， 叫来了几个彪形大汉
到现场 “压阵”。 老单一看 ， 这
几位大汉身上有纹身， 梳着小马
尾，一看就不是普通的“邻居”。当
时不仅老爷子和他女婿有点傻，
评估机构的俩女孩说话直哆嗦。

见惯风雨的老单可能是现场
唯一保持冷静的人，当时他想着 ，
这时候不能让双方继续吵了 ，

一语不合，肯定得动手。 “我跟他
们说，谁都别说话，我也不说话。
评估机构问什么，你们答什么，现
场不是当事人的请到屋外等着 ，
不要打扰评估工作。 ”不让说话
就没有争吵， 彪形大汉们都被请
出现场。 评估机构问的大多数问
题都是， “这房子是什么时间交
房的？ 有暖气吗？ 什么时候装修
的？” 现场的分贝降了下来， 气
氛 “冷” 了下来， 评估有惊无险
地完成了。

不与当事人单独接触

很多当事人并不理解评估工
作， 他们以为评估就是法官与评
估公司“勾结”、与对方当事人“勾
结”，此外，当事人也常持有“不管
这案子是不是你办的， 你是法院
的，就得给我解决”这种看法。

“在当事人面前要尤其认
真， 不能说错一句话， 否则当事
人可能会怀疑我们的中立性 。”
老单给自己提要求， 划了底线：
他愿意与当事人尽量沟通， 消除
他们的疑虑， 但解答的边界止步
于案件实体。 出现场时， 无论天
气如何， 评估机构不到， 老单绝
不单独接触当事人， 他说， 这样
做是因为 “怕说不清楚”。

如今已经有了白发的老单，
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对现场的强大
控制力 ， 一直是年轻人的 “腰
杆”， 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常说，
“老单在， 我们就踏实。”

北京榜样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 “北京
榜样” 官方网站， 或关注 “北京
榜样” 微信公众号。

（2017年8月第1周）

2017年8月
“北京榜样”榜单预告

“2017北京榜样 ” 大型
主题活动正在进行中！ 8月
“北京榜样” 候选人推荐来
源广泛， 事迹类型丰富、 人
物特点鲜明、 时效性时代感
强。 他们中有影响广泛、 关
注度高的新闻人物， 如打击
地铁色狼的 “猎狼行动” 团
队、 公交车上勇斗行凶歹徒
的 “耳机哥”； 有体现社会
温暖、 人间真情、 给人以非
凡感动的平凡草根， 如把巡
诊车开进深山的医生、 照顾
非亲非故老人 40多年的党
员； 有恪尽职守为国争光的
大国工匠， 如将中国技术推
广到世界的桥梁设计师； 还
有展现青春风采、 激人奋进
的青年榜样， 如致力公益事
业的 85后女孩 。 他们的出
现， 使 “北京榜样” 更加凸
显社会正能量。

8月， “北京榜样 ” 上
榜人物最终花落谁家， 我们
拭目以待！

杨帆 赵小伟 杨帆， 男， 1986年7月出生，
苏州创意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人事经理 ； 赵小伟 ，
男， 1980年3月出生， 中央电视
台财经频道编辑。

7月17日， 二人所乘582路车
上有人大喊： “杀人了！” 此刻
因性骚扰遭掌掴的一男子正勒住
女乘客脖子用刀往她身上猛扎。
杨帆迅即将该男子抱住并握紧他
持刀的右手， 赵小伟挺身相助，
二人合力10秒钟将该男子制服。

猎狼行动小组（特别榜单） 猎狼行动小组， 北京市公安
局公交总队四惠站派出所。

见一中年男子贴近了 “短裤
女孩”，民警随该男子上车，悄然
用移动警务终端录下他猥亵的过
程， 随后将男子按倒在地大喊：
“别动，我是警察！”该男子一脸惊
诧，目睹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
就是打击地铁色狼的夏季专项
“猎狼行动”。近20天来，小组抓获
现行猥亵嫌疑人15人， 以充足的
证据将嫌疑人拘留。

彭运动 彭运动，男，1969年1月出生，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教授
级高工。

2009年， 彭运动设计的坝陵
河大桥成为“世界首座”在山区峡
谷地带安装的超千米跨径钢桁架
悬索桥， 备受桥梁界瞩目；2015
年，“世界最大跨径的山区峡谷悬
索桥”仅用29个月建成，堪称业内
奇迹。目前，他承担着百余个国际
项目的经营开发和集团绝大部分
海外大桥工程的实施。

公交车上制服施暴男

便衣民警地铁上猎色狼

让中国技术在全球开花

高义之 高义之，男，1941年8月出生，
朝阳区劲松街道磨北社区居民。

1998年， 高义之退休成为社
区志愿巡逻员。他白天巡逻，凌晨
两三点再出来巡逻，一天仅睡5个
小时，连家里阳台都是他的“瞭望
塔”。他每天至少绕着社区走4圈，
19年走完了6个“长征路”。面对盗
窃、诈骗甚至持刀抢劫的歹徒，他
毫无惧色奋勇上前。 他的每一笔
奖金都无偿捐给了贫困地区或爱
心机构。

19年坚守社区巡逻岗

王永德 王永德，男，1962年6月出生，
平谷区夏各庄镇马各庄村村民。

被林慧丽带着前夫父母坚强
生活的勇气深深打动， 王永德毅
然做了上门女婿和两个孩子的继
父。婚后不到一年，孩子爷爷重病
住院，他端屎接尿从不厌烦。孩子
爷爷去世后奶奶住院， 他一日三
餐变换花样送到病房， 老人出院
后接到家中当作亲妈，打洗脚水、
倒尿盆百般体贴； 两个孩子终于
认了这个“亲爸”。

视妻子前夫家人为血亲

邱东魁 邱东魁，男，1986年9月出生，
驻 通 州 区 技 术 保 障 队 四 级 军
士长。

2017年3月3日邱东魁陪妻子
产检后归队途中， 突遇前方车辆
冲出护栏撞向排水沟。 他迅即撬
开车门， 背出尚有意识的两位老
人， 妻子找出毯子为脊椎受伤的
老人铺好， 等待老人亲属时他俩
拿着灭火瓶在车旁守候。 15分钟
后救护车赶到， 他们婉拒留下联
系方式的恳求后悄然离开。

军人极速施救事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