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春祥法官（右二）下乡办案

□本报记者 李婧

连春祥：为百姓解难题的乡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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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两个房檐， 让处了大
半辈子的两家邻居翻了脸； 单身
大哥去世留下的院落在拆迁范
围， 弟弟一家独自签署了拆迁协
议， 姐妹们不干了， 虽然法律规
定男女继承权平等， 然而出嫁女
不占宅基地的顽固思想也广泛存
在， 两边都咬着自己的理不肯让
步； 过年前外地打工者追包工头
追到村里， 急得恨不得要掘地三
尺找到老板要回家的路费， 可老
板行踪不定， 又得找到人又得要
到钱可不容易……今年54岁的连
春祥在法院干了36年， 其中在基
层派出法庭干了28年， 用大半辈
子来处理这些不大又棘手的乡村
矛盾。 虽然一辈子当法官没有办
过大要案， 然而连春祥的埋头苦
干依然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 今
年， 连春祥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的荣誉称号。

一条雨漏平了邻里矛盾

2017年， 连春祥受理了一起
因屋檐引发的相邻权纠纷案。 连
春祥到现场一看， 这两家的房子
都不小———东边是原告， 房子两
层半； 西边是被告， 房子两层加
一个带有彩钢屋顶的塑钢结构。
矛盾就因为这个彩钢屋顶。

原来， 东家的房产比西侧邻
居的房子高了半层， 而两家的院
墙距离不到50公分。 身材瘦小的
连春祥侧着身子才能挤到这个缝
隙里观察两边房顶的情况。 “到
墙缝里一看， 如果西家不盖这个
彩钢结构， 他家二层没法住人，
屋里人都在东家的眼皮底下 。”
连春祥说， 可是彩钢屋顶有个宽
二十公分的大房檐。 每次下雨，
顺着房檐流下来的雨水直接冲刷
东家的窗户和院墙。 于是东家起
诉， 两边的矛盾激化。

连春祥到现场调查时， 双方
的火药味还很浓。 住在东侧的夫
妻俩有四十多岁， 都嚷嚷着要西
家必须拆掉彩钢屋顶。 而西侧住
着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 其子
女也到场助阵 ， 不满地表示 ：
“你家盖二层半的时候， 对我们
家影响那么大， 我们都没说啥。
北京能下几天雨 ， 怎么就容不
下？ 就不拆！”

连春祥一边劝着， 一边想办
法。 “如果被告拆屋顶， 那么他
肯定会追究原告影响自己家隐私
的责任 ， 这就成了一个罗圈官
司 。 两边的矛盾会越来越深 。”
连春祥说。

为了寻找解决的办法， 连春
祥凭着自己和村民熟悉的优势，
找了村里几个盖房子的工匠讨主
意。 几个工匠听完他的描述， 给
他支招： “给被告屋顶下加个雨
漏， 把雨水引走。”

连春祥拿着这个办法找两边
商量。 原告方不依不饶地说， 这
雨漏半空中的位置越过了两家宅
基地的边界， 占了他家地盘。 连
春祥又去找工匠们咨询， 工匠帮
他重新设计了雨漏的位置和长
度。 这次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西家安装了雨漏之后， 连春祥又
去了现场查看，嚯，这房顶装修得
挺漂亮， 雨漏接住雨水之后将雨
水导入到雨水管，直接排到地面，
两家的矛盾顺利解决。 双方都拉
着连春祥说， “这主意真不错。”

探访乡村老人给打
工者要回家路费

2018年过年前， 几个外地来
京务工人员向法院起诉包工头，
追讨工资。 “钱虽然不多， 但是

他们挺着急。” 连春祥回忆， 原
告是几个负责安装门窗的工人，
手头上的证据就是工资欠条， 问
他们老板的住址都没有。 这类案
件最难的是找到人。 被告如果不
露面， 案子一拖就是几个月。

快过年了， 连春祥不太甘心
让几个工人空着口袋回家， 等年
后他们还得大老远跑来继续打官
司。 连春祥四处打听包工头的下
落， 还去了十几公里外包工头注
册公司的所在地查看， 但是依然
没有收获。

这时， 村民告诉连春祥， 这
包工头有个老父亲住在葫芦垡
村。 连春祥来到这位老人家中和
他谈心， 希望能找到被告。 “我
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们找我也
没有用。” 老人一开始就不太配
合。 连春祥看到老人岁数不小，
腿脚不灵便， 是需要人照顾的年
纪， 儿子理应挂念家里， 不会和
老父亲失联。 “您要是有他电话一
定替我们转达。 现在的证据对他
不利， 如果他真的拖欠工资， 等
法院判决之后， 他也得给人家工
资， 还得给利息。 如果不给， 会
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到时候他的
个人信息一上网， 他生意还做不
做？ 法院可以从他个人账户上扣
钱、查财产，对他影响可不太好。”

离开老人家的时候， 连春祥

看老人的眼神 ， 觉得这事儿有
门。 果然不久， 几个原告特别高
兴地到法院撤案 ， “不知道咋
了， 他突然把钱给我们了。 我们
已经买了车票要回家了。” 原告
跟连春祥说。

办 “剪不断理还乱”
的分家案

连春祥说， 审理比较困难的
是继承析产类案件。 “一个没有
父母子女配偶的老人去世， 其继
承人范围有兄弟姐妹， 而这些人
总是散布各地， 远的有定居海南
的， 怎么通知都是难题。 还有人
虽然在继承人范围， 但是和村里
其他亲属多年没有联络， 人要是
在外地的话， 恐怕是否在世、 有
无子女， 都难以查清。” 连春祥
说， 如果财产范围再涉及到拆迁
利益，那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去年年底， 连春祥就受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一位老人去世之
后，留下了一栋两层楼。因为他没
有子女配偶， 父母也早就去世，
老人的院落由弟弟弟媳打理。 之
后， 老人的弟弟也去世了。 当这
栋楼被规划到拆迁范围之后， 其
弟媳签署了拆迁协议。 老人的姐
妹对此不服， 提出起诉。

连春祥在审理时发现。 老人

的父母是再婚家庭。 这个继承人
范围不仅包括现有弟媳侄子一家
和二姐妹， 还有老人父亲与前妻
的五个子女。 如果这些子女已去
世， 其继承份额还会由下一代继
承。 这是一笔非常复杂的账。

同时， 原被告的矛盾也令本
来就复杂的案件更为棘手。 被告
弟媳非常执拗地认为自己就是这
栋楼所占土地的拆迁受益者， 其
他人继承的只能是那两层已经破
败的楼体。 “拆迁时国家已经将
土地使用权确认给我了， 因为关
于拆迁所有的合同都是我签字，
国家拆迁 ， 要不是合理合法的
话， 就不会确认给我。” 被告答
辩时理直气壮地表示。

连春祥心里明白， 乡规民约
中一直有外嫁女不占本村宅基地
的旧俗。 这个弟媳一定觉得已经
出嫁且户口不在本村的 “姑奶
奶” 不应占本村的地， 因此不同
意出让土地拆迁利益。

连春祥一方面掰开揉碎地跟
被告讲道理， 又提出让其儿女作
为代理人出庭应诉， 让他们做母
亲的工作。 “年轻人传统思想少
一些 ， 法律素质高一些 ， 讲得
通。” 连春祥说。 另一方面 ， 连
春祥动手画图， 将这家复杂的继
承关系一层一层地理清楚。 在判
决中 ， 他将复杂的家庭关系理
顺， 说清了继承人范围、 每一个
继承人的情况， 继承意愿以及继
承份额， 为暂时没有联系上的继
承人保留了份额， 并指定了其他
亲属对财产进行保管。

在拆迁款项到账时， 连春祥
及时将账户查封， 由法院进行分
割， 避免了钱款到了一方手中，
另一方拿不到再起纠纷的可能。
案件结束之后， 两方都对连春祥
的判决服气， 认为已经把道理说
透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连春
祥的祖父是在平西抗日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烈士。 他继承了祖辈的
朴实和甘于付出。 连春祥曾在日
记里写到： “刚到法庭的我， 主
要工作就是记笔录和跟着师傅下
乡调查。 师傅曾郑重地对我说：
‘连子， 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啊，
千万不要不把老百姓的事儿不当
回事儿，没有难事儿，老百姓不会
打官司，不能怠慢他们。 ’师傅的
话我暗记于心，一直到今天。”

李斌：小身躯撑起皮影大舞台
□本报记者 盛丽

李斌是北京兴华影艺袖珍人
艺术团 （又名： 小蚂蚁皮影艺术
团） 创始人。 6岁起， 他因患脑
垂体生长激素缺乏症 ， 身高 就
一直停留在一米左右。 家里为给
他看病花掉了所有的积蓄， 但他
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 ， 还 欠 下
了很多外债 。 他质疑过命运的
不公， 甚至想了结自己的生命，
不再成为父母的累赘。 但在父母
的鼓励下， 他逐渐走出了阴霾。

李斌走出家门， 去找工作、
贴补家用。 做门童、 服务员， 即
便每月只有300多块的收入， 他

还是坚持了10多年。 2007年， 一
次偶然的机会， 李斌观看到了北
京皮影第六代传承人路海老 师
的皮影戏表演。 这一眼， 他便再
没放下。 “师傅拿起皮影人， 在
幕布上表演。哇，这个手工制作的
形象就活了。我的心一下沸腾了，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当李斌跟路海表达他想学皮
影 戏 的 意 愿 之 后 ， 回 应 他 的
却是现实的重重阻难。 因为皮影
的高度， 李斌够不到台面。 而且
皮影杆又长又粗 ， 他也抓不过
来。 但是他坚持说： “我真的喜欢
皮影，我不怕苦，愿意学！ ”路海被
李斌的执着所打动， 便收下了他
这个徒弟。

2009年， 李斌用学到的手艺

创办了小蚂蚁皮影艺术团， 几名
团员都是像他一样的袖珍人。 早
就知道皮影戏不赚钱的李斌， 当
然知道支撑起一个团就更不容
易， 但他依旧这么做了。 “我们
的生活用品是从二手市场买回来
的， 吃的菜是早市收摊时一元一
堆的。 我们到天津蓟县农村收驴
皮牛皮， 自己做道具舞台。 为了
节约成本， 无论多重的行李都是
用小行李拉车坐公交。” 李斌说。

每每接到演出， 李斌都带着
几名团员， 拉着比他们还重的皮
影舞台、 灯箱， 拎着比他们高上
两倍的道具， 去挤公交。 “有一
些团员受不了离开了， 我觉着挺
对不住他们。 那会儿一个月可能
就一场演出 ， 几个人分700块 。

甚至我跟我爱人都分不到， 但我
没想退却过。 因为每每谢幕时，
台下雷鸣般的掌声都是我坚持下
去的理由。”

李斌用这小小的身躯和自强
不息的精神撑起了皮影戏的大舞
台 。 “后来 ， 大兴区残联 、 妇
联、 团区委、 文委给予了我很多
帮助， 现在我们的演出场次越来
越多了。 这一路， 我遇到了很多
好人， 我也应该回报社会。” 李
斌深深地记着每一个帮助过他的
人。 而他也终究没有辜负别人的
期望。 李斌带着小蚂蚁皮影艺术
团频繁地到养老院、 SOS儿童村
等地义务演出， 做公益。 不仅如
此， 小蚂蚁皮影艺术团还走出了
国门，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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