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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宋鱼水：
从从农农村村女女孩孩到到明明星星法法官官

从2005年4月， 记者第一次采访宋鱼水， 到今
年7月记者再次见到宋鱼水， 已经有12年时

间了。 但记者的感觉还是一如既往，“宋法官不是个善
于表达的人。” 每次， 当记者要问一个案件的具体场
景时， 宋鱼水总是能将话题引导到法理上， 采访演变
成普法和法理探索。 但，这就是宋鱼水，十几年来， 她
一直面对镜头， 却一直学不会粉饰。

农村姑娘走上法官路

1966年， 宋鱼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的一个小山村，
现在说话还带着淡淡的山东口音。 宋鱼水说，她小时候
常跟在母亲身边， 听母亲和邻居家的婶子们边做针线
活儿边说村里的事情 ， 比如队里分柴谁家多分了几
捆， 分粮时谁家少得了几斤。 说到气愤处， 大家情绪
非常激动， 村里还经常发生为了分柴分粮闹别扭的事
情。 “我能报考法律系， 完全是凭兴趣， 就是因为我
觉得我们农村人对公平有着特别的执念。”

1985年7月， 宋鱼水考上了人大法律系。 她还记得
去拿录取通知书时， 正赶上农村发大水。 “我与另一
位邻村女孩， 骑着自行车下山后， 就看到泥沙俱下的
洪水， 于是我们两个就扛起二八车， 挽上裤腿， 蹚水
而过 。” 从家里到北京 ， 需要坐客车然后再坐火车 。
19岁的宋鱼水自己提着行李， 告别父母， 踏上了求学
之路。 记者询问， 当时父母是否有满含热泪的送别场
景， 宋鱼水却说： “我的父母是最普通的农民， 他们
不善于表达， 我也是做了母亲之后， 才能体会到他们
当时放我去北京上学， 心里得多么不舍。”

1989年， 宋鱼水毕业以后， 被分配到北京市海淀
法院工作。 那个年代， 大学生是稀罕物。 而宋鱼水还
揣着乡村女孩的朴实厚道， 她爱干活儿， 在办公室里，
她打扫卫生，对订卷、作笔录的工作一丝不苟。 还常跟
着师傅骑自行车到农村作调查。 宋鱼水说， 那段时间
“很幸福”， 每天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我记得我和
师傅去当事人所在村子调查， 结束时已临近中午。 我
们俩就在大队食堂买了俩包子， 在食堂门口抱着啃。
那个时候， 我们还常到村里老百姓家做工作。”

做书记员的四年， 她锻炼了基本功。 比如， 那时
候， 还没有电脑， 书记员要用工整的字体书写庭审笔
录， 还需要师傅检查完才能给当事人签字。

“同情不能替代法律”

上世纪90年代初， 宋鱼水成为代理审判员， 开始
作为承办人办案 。 她对自己办的第一个案件记忆犹
新。 原告是个小伙子， 他给一家饭馆送了一年的菜，
对方一直没给钱。 临近过年， 他一趟趟到饭馆要钱，
饭馆的人厌烦地把他轰了出来。 “我在办公室见到他
时， 他穿着单薄的衣服。 我办公室有暖气， 可是他一
直发抖。 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看见他这样， 心里特
别不是滋味。” 宋鱼水在办理此案时得知， 这家饭馆
几经转手， 以前欠的钱现在老板不知情， 不愿意替前
任买单。

饭馆老板也对宋鱼水诉苦说： “自从我租了这个
店面， 就没少遇到这样的事儿， 天天被人追债， 我冤
不冤呀 ！” 宋鱼水告诉他 ， “这账虽不是你欠下的 ，

但你承租了这个店面， 你要先还上。 按照法律规定，
你可向过去的承租人追偿。” 案件顺利结案， 小伙子
捧着钞票痛哭流涕。 原来， 他重病的妻子和上学的孩
子都等着这点钱呢。

宋鱼水告诉记者： “同情不能代替法律， 但是法
官应有悲悯之心， 公平之责。”

1993年年底， 刚当上承办人的宋鱼水把不到周岁
的孩子送回老家， 然后足足出差了两个月。 “那一年
我包揽了全庭到外地送达和调查的工作 。 北到黑龙
江、 辽宁， 南到广东、 江浙一带， 都跑遍了。” 宋鱼
水说， 她在那段时间里逐渐感受到南方的经商文化，
同时也感受到法官身处化解社会矛盾的前沿， 有时需
要柔情， 而有时则需要处乱不惊和坚强。

在深圳出差期间， 宋鱼水就遇到一件事。 “当时
我们要送达传票给一个企业老板。 由于住所变更， 到
晚上9点才得知他的新住址。” 宋鱼水和同事们好不容
易叫开门 ， 对方却很不友好的要求他们脱鞋才能进
门。 然后， 打电话叫上来两个彪形大汉。 宋鱼水示意
同来的书记员联系当地公安部门。 可站在门口的两个
大汉不让书记员出去， 气氛非常紧张。 宋鱼水说， 她
当时直视着那个当事人， 一字一顿地说： “你现在面
对的是处理民事案件的法官， 如果再这样妨碍公务，
站在你面前的将是处理刑案的法官。” 多年以后， 宋
鱼水回忆起这件事口气还很无奈， “最后， 我们跟对
方一直交涉到深夜， 对方才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办完公事， 她迫不及待地往山东老家跑， 去接儿
子。 可见了面， 孩子却没认出妈妈， 他紧紧贴在姥姥
怀里， 打量了宋鱼水好久才叫出 “妈妈”， 惹得宋鱼
水满脸泪水。

争取公平正义不畏难

当然， 做法官， 仅仅有悲天悯人之心， 有威武不
能屈之毅， 是远远不够的。 宋鱼水说， 在做法官的最
初几年， 她做得最多的是学习。 1998年， 宋鱼水碰上
了一起没有先例可循的 “经销权” 案。 案件起因来自
一篇报道 ， 内容是 ： 一家公司在经销各种品牌啤酒
时， 把大量啤酒的生产日期进行涂改后倾销。 报道一

出， 这家公司经销的啤酒销量一落千丈。 其中一个品
牌损失最为惨重， 全国的销量都受到影响。 总经销商
想把这家公司的经销权收回。 可是， 惹了麻烦的公司
不干， 起诉到法院说， “我们没拖欠过货款， 也没有
违反合同， 取消我们的经销权没道理。”

宋鱼水说， 当时， 我国法律对经销权尚无明确规
定。 但如何套用现有法律， 就这样草率地判案， 对于
无辜受累的总经销商来说无法体现公平正义。 “我当
时翻阅了不少资料， 向工商总局法规处等单位进行调
查咨询， 和专家学者进行过讨论。” 宋鱼水说， 当时
她还去图书馆查阅了国外的相关判例。 最终， 用法律
原则作为依据， 支持了总经销商的诉求。 宋鱼水在长
达六千字的判决中写道， 由于原告丧失了商业信誉，
被告总经销商的预期利益无法实现， 双方订立合同的
目的无法完成， 因此， 总经销商解除经销权的行为并
无不当。 此后， 上级法院也将其作为审判范例。 1999
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开始实施， 诚实
信用原则成为 《合同法》 的基本原则。

成功调解“老字号”纠纷

2002年3月， 宋鱼水由民事审判庭被调到知识产权
审判庭任法官。 2004年， 北京的桂香村商标案碰上了
宋鱼水。

北京桂香村商标案是当年的一个知名案件。 “桂
香村” 字号始于1916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北京桂
香村的前身在海淀开了一个分店。 八十年代初， 公司

按属地将各门市部进行了划分， 北京桂香村在西城，
归西城副食品公司管理， 海淀桂香村在海淀， 归海淀
副食品公司管理。 1984年， 海淀桂香村办理了正式的
营业执照， 双方正式分开。 1985年3月30日， 海淀桂香
村注册 “圆明园” 为商标。 1988年5月22日， 北京桂香
村将 “桂香村” 注册为商标。

2003年， 媒体报出 “桂香村月饼无生产日期” 等
新闻， 导致桂香村的月饼销量下降。 报道中的 “桂香
村” 月饼是海淀桂香村生产的。 而消费者以为北京桂
香村的月饼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 因此， 北京桂香
村将海淀桂香村起诉到法院， 要求赔偿。 当时， 海淀
桂香园正在进行改制， 此案关系到所有职工的切身利
益。 宋鱼水说： “我记得当时判决书都写好了， 但我
希望能将此案调解结案， 这才能真正解决两方当事人
的问题。” 此案调解书出现了大篇幅的法律说理部分，
从店面的发展背景， 到双方争议最好由调解解决都予
以说明， 与普通调解书的格式、 内容差距很大。

其实， 调解并不容易， 宋鱼水分别找两方当事人
讲明利害 ， 一开始双方都挺抵触 ， 但最终达成了谅
解。 根据调解， 海淀桂香村被限制使用了 “桂香村”
三个字， 为了更加明确区分两家企业， 不使消费者混
淆企业产品， 双方共同拟定一份声明刊登于媒体， 说
明两家企业的渊源， 以及各自的身份和商标。 此案结
束后， 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场景被法官学院录制的
视频记录了下来 。 2012年 ， 以宋鱼水为原型的电影
《真水无香》 还将此案进行艺术加工， 并作为一个重
要的情节予以重现。

宋鱼水说， 判决是强硬的， 当事人接受判决是被
动的。 而调解是双方当事人主动地接受， 执行效果更
好， 更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 她审理的１０００多起案件
中， 调解率高达70％。

明星法官亦有情

2005年1月， 宋鱼水被评为时代先锋， 一时间荣
誉在身， 媒体对她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2006年， 宋
鱼水作为时代先锋报告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宣讲， 她
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小额案件与标的重大的案件相
比， 虽不值一提， 但能为一点点钱上法院的人大多是
贫苦的人。 我一生中可能会审几千件案子， 但许多当
事人一辈子可能就进一次法院， 如果就是这唯一一次
与法律的接触让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 在他们心中会
永远留下一个伤痕。 伤害了一个当事人就增加了一个
不相信法律的人； 而维护了一个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就增加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一份信仰 、 社会的信心 。”
这段话感动了一批法官和媒体记者。

在媒体将她办案 “胜败皆服” 作为报道的核心内
容， 北京青年报记者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 《我托
宋鱼水办过 “人情案”》 一文， 强调了宋鱼水的性情
和人品。 在此文中记者写道， 因为朋友卷入了一场官
司， 而案件审理的期限正好在高考期间， 朋友的孩子
正好面临高考， 她打电话给宋鱼水说明情况， 希望在
此案中得到照顾。 宋鱼水说可以去和承办人说说， 把
开庭时间推迟到高考后， 别影响孩子考学。 至于案子
本身她不能帮忙， 只能建议那位父亲找一个高水平的
律师出庭。 后来， 这个案子的开庭时间果然被推到了
高考后， 当事人的孩子顺利考上了大学。 但是债务纠
纷官司， 却因为那位父亲没拿出证据而两审败诉。 那
位记者说， 通过这件事， 她再次认识了宋鱼水， “作
为一个朋友， 她并不是不讲一点人情， 但是作为一名
法官， 她又严格恪守着自己的职业底线， 不能以牺牲
法律原则去换取个人情面或者任何个人利益。”

从庭长到副院长

2009年， 宋鱼水成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 主管民事、 知识产权审判等工作。 之后， 宋鱼水
当选人大代表， 党代表， 获得过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模范法官 ” “全国先进工作者 ” 等多项荣誉 。
在任海淀法院副院长期间， 她把清理积案作为首要任
务， 带领民事审判各庭加班加点办结了数千件积案，
结案率达到96%， 妥善审理了唐家岭、 北坞等地在拆
迁腾退过程中出现的民事纠纷。 2014年， 宋鱼水被任
命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同年11月， 北
京市知识产权法院挂牌， 宋鱼水被任命为副院长。 然
而， 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宋鱼水， 并没有离开她喜
欢的审判业务。

2014年12月， 宋鱼水作为审判长， 审理了轰动一
时的 “作家琼瑶诉于正等被告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
“平时我没多少时间看电视。 审理这个案子时， 我把
涉案的 《梅花烙》 和 《宫锁连城》 这两部电视剧都看
了一遍， 尤其是 《宫锁连城》 人物关系很复杂， 我还
在纸上记录了人物关系和主要情节。” 宋鱼水说， 看
过电视剧再审理这个案件，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此案的起因是 ， 作家琼瑶公开称发现 《宫锁连
城》 从故事主线、 角色、 人物关系及情节都与她的作
品 《梅花烙》 如出一辙。 并称 《宫锁连城》 的编剧于
正还多次抄袭她的作品。 2014年5月， 琼瑶向法院提交
起诉状， 起诉于正及相关影视公司等五被告著作权侵
权， 索赔2000万元。 而于正一方认为不存在抄袭。

在历时数个月的审理中， 宋鱼水和同事详细分析
了两部剧本的情节、 人物， 并将两部电视剧及剧本在
情节上进行了详细的比对。 在将近5万字的一审判决
中， 合议庭将两部剧的情节设置进行了说明， 并将两
部剧的故事梗概、 情节排布和推演过程进行了丝丝入
理的分析。 最终认定 “剧本 《宫锁连城》 相对于原告
作品 《梅花烙》 在整体上的情节排布及推演过程基本
一致， 仅在部分情节的排布上存在顺序差异”。 最终
法院一审认定 《宫锁连城》 侵犯 《梅花烙》 的改编权
和摄制权， 判令于正等五出品方公开道歉， 停止传播
《宫锁连城》， 并共同赔偿琼瑶500万元。

说到此案， 宋鱼水表示， “大部分的知识产权案
件会把情节对比做成列表， 置于审判文书主体之外。
此案的判决书将情节分析作为判决主体， 应该说是比
较特殊的。 因为， 我和合议庭另两名法官都认为， 这
是侵权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依据。”

2016年初， 最高法发布的2015年 “10大知识产权
案件”， “琼瑶诉于正案” 入选。 最高法在此案典型
意义中写到： “本案裁判结果彰显了 《著作权法》 鼓
励原创、 保护原创的立法精神， 体现了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的司法政策， 对文化产业特别是影视行业的
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

宋鱼水， 现任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出生于农村的宋鱼水， 1989年毕业分配到北京
市海淀法院工作， 从2004年开始， 宋鱼水声名鹊起， 2005年1月， 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 要求
开展向宋鱼水同志学习的活动， 2012年， 一部以她为原型的 《真水无香》 电影公映。 2014年，
宋鱼水先后担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宋鱼水在庭审中 （后排中）

宋鱼水近照 （李婧 摄）

年轻时的宋鱼水

进行火炬接力

现在宋鱼水依然工作在审判一线， 去年她个人审
结案件80多起。 记者见到她时， 她的案头上还摞着案
卷材料。 像宋鱼水这样的法律人才， 只要走出法院，
收入能翻几番。 但是， 宋鱼水说她喜欢法院的工作。

2013年， 宋鱼水着手将自己的 “科学调解” 的思
路整理成籍 ， 她与同事们一起撰写了 《36场百姓官
司———法官的调解艺术》 一书。 在序言中， 宋鱼水写
了她去年轻法官家里探访的辛酸经历———一位年轻的
女法官， 生了孩子以后带着孩子和老人住在没有独立
厨房的公租房里， 每个月的收入只够交房租。 宋鱼水
在序言里表达了她对年轻法官尴尬境遇的心疼， 但是
在书的最后， 她写到， “从理论上讲， 法官注定不是
一个高薪的职业， 唯有兴趣爱好和理想塑造的意志力
才有可能让担当者坚守。 如果没有法律理想， 很多时
候法官是脆弱的， 但有了法律理想， 年轻的法官会完
善自我， 让其所坚持的法律真理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