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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给人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
然而 ， 一名热爱足球的法官画风却又
有不同， 不仅有文官的书卷气质， 而
且有武将的强壮豪爽。 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的助理审判员胡林强就是
一名爱踢足球也热爱审判事业的法官。
胡法官说自己与法结缘十余年， 踢球
二十载， 这两件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
都是他的心头好， “踢足球不仅自身
素质要好， 还要讲究团队配合。 学习
法律也如此， 不是自己钻研理论就可
以， 还要与其他同事一起组成合议庭，
配合工作 。 足球不仅给我强壮体魄 ，
更锻炼我团队配合的能力， 而且让我
有更多朋友， 享受法律也享受足球。”

坚持每周踢球的法官

记者一见到胡林强， 便看出这位
法官确实与众不同。 穿着浅蓝色春秋
制服衬衫的胡法官虽然鼻梁子上架着
金丝眼镜， 一脸书生意气， 但是他有
高高隆起的肱二头肌， 身材魁梧挺拔，
确实有 “文武兼备” 的 “男神” 气质。

胡林强在北京市三中院的行政审
判庭工作， 主业就是行政案件的审判
工作， 行政案件就是老百姓特别熟悉
的 “民告官” 案件。 据三中院的工作
人员介绍， 胡林强去年结案一百余起，
是他所在的行政审判庭的 “状元”。

胡林强说， 他不否认工作压力很
大， 但他却没有因此离开喜欢的足球。
他和几名好朋友已经一起踢球四年多
了。 他们分为两队， 坚持周末组织比
赛， 踢七人制足球。 常常在人民大学
校园等足球场出现。 胡林强最擅长的
位置是 “右前卫”， “这是一个既能进
攻， 又能防守的位置。 需要动脑预测
球的运动轨迹， 与队员前后配合。”

“我们工作压力很大。 有些案件
当事人有脾气，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
会把对被告方的不满发泄给我们。 作
为审判工作者 ， 我不仅要依法审理 ，
有时还要想办法化解矛盾。 在球场上
奔跑的时候我能彻底的放松。 回来才
能神清气爽地面对庞杂的案件材料和
不冷静的当事人。 每次运动完， 我都
觉得头脑异常清晰， 条理非常分明。”

求学少年难舍足球情缘

说起与足球结缘， 还得从胡林强

少年求学时说起。 他现在还记得， 小
学时他是踢着球去上学的， 放学回家
的路上 ， 他也是踢着球走回家的 。
“小时候为这个事， 爸妈没少唠叨我。”
胡林强说。 在他小的时候， 父母和老
师都希望他专心读书， 对他踢球的爱
好不太支持。 “我们老师很厉害。 看
到我们几个小男生又偷偷摸摸去踢球，
他就把我们的足球给拿走了， 在办公
室用剪刀给剪成了八片， 几个爱踢球
的小伙伴一人分了一片。” 不过， 胡林
强和这群小伙伴一点都没有被吓住 ，
继续踢球。

到了中学 ， 胡林强踢出了一点
“名堂”， 顺利进入了所在中学的足球
校队， 右前卫是他常出现的位置。 在
湖南省中学生联赛中 ， 胡林强所在
的 足 球队获得名次 。 他因此获得了
“二级运动员” 的测试资格。 “当时测
试里有分组对抗， 颠球测试等。 我当
时颠球一百多， 算是顺利过关了。” 高
中时期 ， 胡林强取得足球二级运动
员的资格。 在选择专业时， 胡林强选
择了热门的法律专业 ， 并成为中国
地质 大学人文经管学院足球队的一
名队员。

此后， 胡林强在大学的四年时间
里， 一边学习一边参加训练， 他和院
队的伙伴们先后在院系联赛和新生联
赛中取得名次。

压力大也得过健康人生

大学毕业后 ， 胡林强成为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在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后， 他又被
遴选为三中院的助理审判员。 当上法
官以后， 胡林强又代表自己所在的单
位或团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各类足球
比赛。

虽然法院的工作压力很大， 经常
加班， 尤其是 “结案日”， 下班后， 太
阳落山 ， 但法院内依然是灯火辉煌 。
每一个人的案头都压着厚重的案卷 ，
似乎有写不完的判决书， 看不完的证
据材料。 但胡林强认为， 人不能活成
一部机器。 “我觉得要在任何压力下，
活出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 我坚
持踢足球， 坚持锻炼， 坚持做一个从
外在到内在都健康的人， 过一种有光
亮的生活。”

□□□□□□□□□□□ □□□□□□□□□□□□□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
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婧

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胡林强在阿森纳主队的更衣室里， 与
厄齐尔的球衣合影。

胡林强在阿森纳酋长球场看台上留念

庭审中的胡林强 （右一）

在球场上撒欢的胡林强 （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