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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胜利 王友

（2019年7月第3周）

李晓彬徐岩沙有威
六旬长者车祸现场临危施助 创多个“国内首次”还北京碧水蓝天四十年不离不弃重病妻女自行整改蜕变 “南锣”浴火重生

沙有威， 男， 1952年3月出
生， 景山学校退休教师、 “烛光
义教” 公益活动创始人。

筹划6年的 “烛光义教” 公
益 项 目 在 沙 有 威 退 休 之 年 实
施 ； 他 拉 着 教 学 机 器 人 已 自
驾 6万多公里 ， 为77个地区164
所学校的两万余名学生上了 “机
器人科普课”， 还捐赠了一个机
器人实验室。 他计划先跑完200
所乡村学校， 逐步开展乡村教师
培训， 以熠熠烛光呼唤更多爱心
人士支教。

王友 ， 男 ， 1947年 10月出
生， 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务后街
村村民。

王友1976年结婚， 婚后才发
现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 犯起病
来满口胡话打人摔物离家出走。
更痛的是女儿十几岁时竟也突然
发病与母亲相同。 几十年来他辛
苦养家默默照顾妻女为她们治
病， 多次把离家的她们找回。 近
年他已干不动农活靠儿子帮忙，
但对妻子从未放弃， 直至2018年
初妻子去世。

常胜利， 男， 1953年1月出
生， 石景山区鲁谷街道重兴园社
区居民。

2018年4月7日中午， 常胜利
行走中眼见一白色轿车撞上隔离
带几经翻滚底朝天， 他拨开围观
者冲进现场， 只见司机胸口顶压
方向盘头部已鼓起大包 。 他喊
道： “快， 快点出来！ 我拉你！”
随后费尽力气将司机拉出来扶至
安全地带坐下， 又二次冒险返回
车内帮他从玻璃碎屑中找到手
机、 眼镜报了警。

徐 岩 ， 男 ， 1963 年 10 月
出 生 ， 东 城 区 南 锣 鼓 巷商 会
会长。

2016年 “疏解非首都功能”
任务使 “南锣” 面临生死考验，
徐岩率先垂范承受上千万损失提
议 “自行整改”。 他苦口婆心做
商户工作每户至少5次以上； 一
年后南锣浴火重生创造了 “南
锣” 模式变成文创特色商业街，
商会亦为全国楷模。 徐岩并不满
足继续深化打造， 力争实施品牌
输出连锁发展。

李晓彬， 男， 1972年8月出
生， 北京京丰燃气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晓彬率团队不顾严寒酷暑
奔波于现场苦拼两年繁杂攻关，
终使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降至
环保标准一半以内， 获国家专利
认证， 为首都大气环境治理做出
贡献。 他牵头的项目和技术创多
个 “国内首次”， 造福北京碧水
蓝天， 还参与多项安全生产管理
的国家标准编制， 为管理提供基
础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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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辉辉煌煌中中华华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魏长朋：动脑子想奇招解决执行难题
职工故事

爱爱爱爱爱国国国国国情情情情情 奋奋奋奋奋斗斗斗斗斗者者者者者

经理卷款而逃， 连储存进出
账目的电脑都给搬走了， 工人被
拖欠十几个月的工资找谁要？ 洗
浴中心倒闭， 装修工人、 洗浴中
心职工占据洗浴中心场所， 不给
钱就不走， 而院子的业主要房心
切天天上法院催着腾房……魏长
朋是石景山法院的执行法官， 在
他二十多年的执行生涯中， 魏长
朋执结过无数案件， 很多案子都
是陷入僵局， 别人一点头绪都没
有的 “硬骨头”。 可是老魏总是
有办法给解决， 尤其是涉及弱势
群体的案件， 老魏特别用脑子，
有些招儿一般人真想不到。

从仓库里 “翻” 出来的钱
老魏在2003年办理的一起涉

及到57名职工工资案件一直被石
景山法院的同事记得， 因为这案
子干得太漂亮了。

2003年， 一家食品公司的经
营突然陷入困境。 工人们前一天
还在生产线上班， 第二天来单位
就发现公司已经乱了套———总经
理带着存储公司数据资料的电脑
跑了！ 几十名工人十几个月的工
资全都没给呢。 等案件经过审理
后进入执行阶段时， 这家公司已
经没啥财产了。 法官跑了公司的
办公地点、 生产线等地发现， 公
司的办公地点是租的， 因拖欠房
租， 物业将公司的所有东西已经
清出来放进了仓库， 值钱的物资
也冲抵了房租； 因公司拖欠供应
商的货款， 生产线上值钱的东西
也都给债主拆走了， 生产基地也
是租来的 ， 业主已经清理了场
地， 准备另租他人。 案子在其他
执行法官手里进行不下去， 领导
将案子交给了魏长朋。

老魏拿着案卷， 先跟申请执
行人———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们联
络。 一名公司的副厂长成了职工
们的带头人， 他跟老魏诉苦，“大
家挣的辛苦钱， 都是养家糊口的

生活费。要是这钱拿不回来，别说
继续在北京生活，就是想回家，连
个车票钱都掏不出来。 ”老魏听这
话心里挺难受， 从兜里掏了1000
元钱给职工们解决眼下的吃饭问
题。 可从案件的状况看， 长期救
济不是办法， 这是个从 “骨头里
抠肉” 的难活儿。

虽然前期调查公司已经没有
可供执行的钱财， 可是老魏没事
儿就往涉案的几个地方跑。 有一
次，老魏在检查该公司仓库时，几
个无用的废纸箱里居然有一沓单
据，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说不
定这家公司会有供货款没结清？

整个仓库堆满了垃圾和废弃
的杂物， 纸箱上布满厚厚的灰尘
并结着蜘蛛网， 在闷热的天气中
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气味。 在这
个环境下， 魏长朋仔细地清理起
来， 整整10个小时， 魏长朋终于
从废品堆里找出几十本单据、 记
账凭证和报销单据。

接下来的几天， 魏长朋就在
堆满了办公桌的单据中寻找线
索， 有的票据已经受潮霉变， 字

迹模糊不清， 他都仔细辨认， 认
真核对。 最终， 他发现这家公司
在北京的数十家商场、 超市、 专
卖店都有未结货款。 为了抓紧时
机， 魏长朋立刻开展了全面调查
工作， 向近百家商场、 超市发出
协助执行通知书， 并赶到这些商
场、超市逐一核实。 在近8个月的
执行中， 他跑遍了全市70余家商
场、超市，通州、怀柔、密云都走到
了， 连便利店都找过了， 行程共
3000多公里， 作调查谈话笔录60
余份。有一次，魏长朋在公主坟附
近的商场核实账目时， 还被大雨
浇了个透心儿凉。 最终执结回货
款共计60余万元， 57名工人的工
资得到足额发放。 在发放款项的
现场 ， 57名工人看到魏长朋入
场， 突然自发地鼓起掌来。

动脑子把一盘执行 “死
棋” 下活

2012年， 魏长朋接到了一起
棘手案件。 魏长朋一看卷， 嚯，
这案子出场人物可真多、 案情复
杂得很。 被执行人是北京一家洗

浴中心， 因经营不善， 出现拖欠
北京某电线厂房屋租金、 江苏某
装饰公司装修款、 多家供货商货
款以及工人工资的情况。 房东电
线厂经营情况也不太好， 为了减
少亏损， 才将宽敞的厂房出租给
洗浴中心， 再到地方偏远条件差
的地方租用廉价厂房， 用租金差
价为职工提高福利。 没想到， 自
己的租金两年都没拿到， 自己也
因付不起房租面临与房东解除合
同的困境。 电线厂的职工天天到
法院来督促执行 ， 要求腾空场
地 、 给付租金 、 恢复原状 。 然
而 ， 洗 浴 中 心 原 址 却 难 以 腾
退———装饰公司的工人拿不到工
资 ， 占领了洗浴中心的一半院
落， 不给钱， 谁也不能经营。 洗
浴中心的职工们也占据了办公大
楼， 要求给了工资才撤退。 各路
供货商及债主也是三天两头地来
洗浴中心讨说法。 因无人管理，
洗浴中心的电表箱、 电线被盗。

老魏一看， 照这种情况， 如
果机械地将刚刚装修好的院落恢
复原状， 会造成洗浴中心资产缩
减和财物浪费， 更不利于债权人
拿到钱。 老魏想， 这案子还得各
方都退一步， 先把院子清出来，
才能想解决办法。

在院领导的指导下， 老魏和
石景山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
洗浴中心现场。 老魏作为承办人
先和占据洗浴中心场地的两拨工
人谈判， 希望他们为了各方利益
先撤出。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老
魏和法院工作人员打着手电在一
百多间房间里清退人员、 清点物
品， 贴封条、 指定专人看护院落
……为了案件顺利执结， 老魏和
团队成员制定了对洗浴中心多方
共管、 法院托管、 重新招商、 申
请人收购等多套方案。 法院把洗
浴中心的可移动资产进行了拍
卖， 用于清偿供货商欠款和工人
工资。 在装饰公司装修款和电线

厂房租这方面， 老魏有了更好的
主意———这家洗浴中心刚刚花了
几百万元进行装修 ， 如果拆除
了 ， 这几百万元可就全都泡了
汤。 如果电线厂按原样接手洗浴
中心重新招商， 那么现装修附着
物可比房租贵多了。 老魏和几方
一谈判， 最后电线厂同意接手全
装修厂房， 并将房租和装修款差
价120万元支付给装修公司作为
装修费。 洗浴中心重新招商。 在
同等条件下， 装饰公司推荐了自
己的客户接手洗浴中心重新经
营。 工人们不仅拿到了钱， 还拿
到了活儿。 重新招商以后， 电线
厂也得到了更高的房租 。 这场
“死棋” 被老魏下活了， 各方都
表示满意。

办案5000余件投诉率为零
从1996年起， 老魏已经干了

20多年执行法官， 先后执结各类
案件5000余件， 大部分为重大复
杂疑难案件。 执行法官的工作时
间不固定， 长期与申请执行人和
被执行人打交道。 申请执行人天
天上门， 心急似火， 而被执行人
大多数躲躲闪闪， 有时候连电话
都不肯接听。 为了寻找更多的执
行线索， 魏长朋每逢过年过节给
被执行人打电话 、 查找执行线
索， 而经常会因为这样的方式找
到被执行人 ， 解决多年沉积的
“旧案 ”， 对于此 ， 魏长朋常说
“每年过节我都很少能在家平静
度过， 但我觉得这样过节更有意
义， 因为老百姓来到法院就是要
讨个公道， 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而
归。” 在魏长朋负责执行工作的
20年间， 案件执结率几乎百分之
百， 投诉率是零。 在2010年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 魏长朋被授予其 “全国先进
工作者” 的荣誉称号， 2011年中
央政法委授予 “全国政法系统优
秀党员干警” 荣誉称号。

熠熠烛光照亮科普支教路

工作中的魏长朋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