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情为民
这个法官有颗热心肠

别看冯晓光年纪不大， 民商
事审判经验却非常丰富。 从事审
判工作十余年来， 他先后办理过
医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民间
借贷、买卖租赁、金融保险、婚姻
家庭继承、 劳动争议等各类民商
事纠纷6800余件， 其中不乏疑难
复杂案件。 他曾连续两年获得东
城法院结案状元，是个典型的“多
面手”。 他办理的案件调解率高、
服判息诉率高、无发回改判，实现
了“零信访、零投诉”。审结案件的
同时， 他更注重判后释法和解决
矛盾背后的问题，尽量避免“案生
案”，让百姓近距离感受东城法官
的亲切感和热心肠。

冯晓光曾被派往天坛地区挂
职锻炼，一年间，他走遍了天坛的
街头巷尾，成为“最爱管闲事”的
法官。帮助街道接待化解信访，帮
助居委会调处邻里纠纷， 推动促
成天坛街道历史上首例指定监护
人工作……他的热心肠人尽皆
知。 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位无户
口、无经济来源、无赡养义务人的
“三无”老人。从老人卧病在床、生
活无法自理到离世的时间里，他
一日三次上门照看， 用吸管杯给
老人喂水喂饭， 帮老人修补透风
的窗户、申请特别救助款，为其自
建房申请纳入煤改电项目。 他同

派出所、医院提前取得联系，就无
户口老人的住院手续以及可能面
临的死亡证明、 火化证明等各种
棘手问题提前做好处理预案，妥
善解决了老人的生前身后事。

“背包法官”
走街串巷解疑释惑

“法官， 您给评评理！ 他一
楼的管道是改好了， 不堵了， 那
我二楼不就变成一楼了吗？ 整个
楼里的污水都往我家灌， 臭烘烘
的， 还怎么住人哪！”

这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 原告刘某住天坛街道一处直
管公房内。由于房屋管道老化，经
常发生粪水倒灌。 住一楼的李奶
奶年近九旬， 房管所首先帮她整
改了下水管道。但这一来，住二楼
的刘某不干了。 他曾起诉一楼住
户， 也曾起诉房管所， 但经过一
审、二审，均败诉。为此，刘某四处

信访。此次，刘某以下水道又堵了
为由，再次起诉房管所，要求进行
管道改造。按照法律规定，刘某的
诉求依然站不住脚。

“法官， 要是您家出现这情
况，您怎么想？您一定得帮帮我！”

“原告交给我的证据， 就是
厚厚一沓败诉判决书。 这个案子
判起来很容易， 但对于当事人而
言， 只是多了一份判决， 事情并
没有解决 。” 回想起这个案件 ，
冯晓光这样说： “我喜欢换位思
考， 这个楼上住户以老人为主，
我特别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多次上门勘验， 多方走访寻
求解决方案， 楼上楼下挨户做工
作寻求理解支持， 协调有关部门
申请维修资金……在冯晓光的积
极帮助协调下， 4个月后， 困扰
整栋居民楼十几年的反污水问题
得到一次性彻底解决。

冯晓光喜欢跟老人们坐在一
起拉家常， 遇到行动不便当事人

的案件， 他都愿意上门审理。 审
理案子的同时， 他也乐于解答街
坊邻居们的法律问题， 帮着社区
拉架劝和 。 大伙一看冯法官来
了 ， 也都愿意收起火气 ， 听听
“背包法官” 怎么说。

在冯晓光看来， 坐堂办案固
然高效， 但不能实现司法的最优
效果。司法是事后补救，对于减少
社会矛盾的发生，难以发挥作用。
而且， 等矛盾到了对峙公堂的地
步，如同病入膏肓，当事人调解意
愿降低， 破损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也难以修复。 如果能够在矛盾发
生之初，司法就介入进行疏导，则
能取得各方共赢的效果。

对于冯晓光这种走街串巷的
工作形式， 院庭领导非常支持。
“去吧 ！ 最高法院提出要加强
诉 源 治理 ，上门审理一案 ，规范
和影响一片，是有效的方式。 ”东
城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王波
鼓励他，“我以前在民事审判口办
案的时候， 也喜欢走出去就地审
理，大家都叫我‘胡同串子’，你就
当个新时代的‘胡同串子’吧！ ”

在东城区人民法院 “和立
方” 诉源治理机制安排下， 冯晓
光审判团队开始背着国徽巡回审
判、 上门指导各方调解力量合力
解纷， 近万名群众从中受益。

“传经送宝”
让更多矛盾在源头化解

骑着车、背着包，顶着严寒酷
暑上门审判，确实非常辛苦。刚开
始团队同事也不大理解，“咱们这
么跑，辛苦不说，很多时间都花在
路上了， 根本没有在法院开庭结
的案子多啊，图个啥？ ”

冯晓光用医院的例子进行解
释：“如果百姓大病小情都去三甲
医院，长久下去，三甲医院就会挂
号困难，看病很慢。 到时候，重病
患者去三甲医院就可能无法得到
及时救治， 而社区医院则可能会
废弃。我们走出去，就像三甲医院

大夫到社区坐诊， 只有让更多简
单纠纷在‘社区医院’得到化解，
法院才能专注于难案、繁案。为了
让更多百姓能够在社区方便快捷
办成事， 我们的上门支持就显得
尤为重要！ ”

2019年5月 ， 东城区人民法
院在东城区人力社保局挂牌成立
全国首家劳动纠纷调解诉调对接
工作站。 按照要求， 一旦有欠薪
出现， 劳动监察队第一时间将案
件导入工作站， 调解员立即开展
工作， 冯晓光团队也会迅速跟进
指导调解。 工作站在劳动者生存
权和企业发展权之间找到平衡
点， 量身定做的调解方案， 帮助
企业活下来的同时， 注重劝导职
工返岗努力工作带动企业复苏，
把矛盾对立方转化为利益共同
体， 让争议解决充满温情。

自从法官来了， 调解员们从
此有了主心骨， 各方调解员的业
务能力与实战经验因法官们的到
来而显著提升。 调解员们从以前
的不敢调、不会调，到现在的敢于
调、善于调，能调成的案件类型也
越来越多， 源发地工作站吸附矛
盾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工作站运行三年来， 已促成
3126起欠薪纠纷在源头自动履
行 ， “一站式 ” 司法确认案件
617件， 累计为劳动者追讨拖欠
工资5116.27万元 。 工作站解纷
平均用时不到一审审判用时的十
分之一， 为企业和职工节约大量
成本， 数十家遇到暂时困难的优
质企业得以挽救。 目前， 该工作
站已成为 “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
民生、 保市场主体” 工作的民心
工程， 获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2010年， 冯晓光被评为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并成为了北京市
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会劳模法
律服务团成员。 “作为一名劳模
法官 ， 我将继续走街串巷跑下
去， 尽己所能， 努力把公平正义
与和谐安宁送进千家万户！” 冯
晓光说。

“背包法官”把和谐安宁送进千家万户
———记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调对接团队负责人冯晓光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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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徐可涵

为“老字号”注入“新风尚”
北京古船面包食品有限公司西点研发师张占文：“古船” 是北京的老字号品

牌 ， 说到古船面粉几乎家喻户
晓， 古船面包也享誉盛名， 但古
船品牌下的 “洋” 食品———西点
蛋糕却并不为人熟知。 这是北京
古船面包食品有限公司今年开发
的新板块业务———通过采用线上
销售的方式， 推出品质好、 口味
佳的 “老字号” 蛋糕。 为 “老字
号 ” 注入 “新风尚 ” 的关键人
物， 便是该公司研发部烘焙西点
研发师张占文———一个师从烘焙
行业大师、 拥有十余年行业从业
经验的 “80后 ”。 进军新赛道 ，
开展新尝试， 是需要勇气和坚持
的。 背靠 “古船” 这样的知名品
牌， 张占文暗下决心， 一定要让
这个老字号招牌更亮。

为了能有机会与更多优秀的
同行交流 ， 让自己迅速成长进
步， 张占文报名参加了今年举行
的第二十三届全国焙烤职业技能
竞赛和首届北京焙烤行业技能大
赛。 “参加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各
行各业， 有烘焙学校的老师， 也
有烘焙原料公司的西点师傅， 大

家都是带着专业的技术和独到的
创意来参赛的。” 张占文告诉记
者， “代表企业去参赛， 内心既
有压力也有动力。” 抱着谦逊的
态度， 张占文认真准备比赛。 那
段时间研发室内的灯光下， 总是
闪烁着他加班忙碌的身影。

回想起那场比赛， 张占文仍
记忆犹新。 “比赛规则是在5个
小时之内做出1个创意性西点、 1
个巧克力艺术造型、 6个相同的
造型摆盘。 时间有限， 但是我尽
力做出了我想要的西点效果， 充
分表达出各个西点要素。” 张占
文说 ， “西点首先是要层次丰
富， 其次要色彩鲜艳， 最后要造
型立体。 造型摆盘上我选择了颜
色不一的新鲜水果， 保证了色彩

的明艳， 虽然是小小的塔壳， 但
我仍在里面做出了巧克力 、 果
酱、 慕斯等七层内容。” 精湛的
技艺和巧妙的创意， 最终让众多
评委大为称赞。

虽然时间仓促， 对比赛的准
备并非完全充分， 但张占文在比
赛过程中仍显得十分从容， 在介
绍指定主题作品时， 他说： “我
的巧克力造型作品 ， 以 ‘航天
梦’ 为主题， 结构上我用巧克力
大胆尝试了榫卯结构去固定 ‘地
球’。” 这个酷似地球的圆形造型
惟妙惟肖， 但谁也不知道， 为了
实现两个半圆的合体， 张占文进
行了多少次尝试。 从原料成分，
到制作方法， 在胶着而紧张的比
赛现场， 他一点一点努力完善，

才呈现出创意蛋糕完美的样子。
最终， 张占文在第二十三届

全国焙烤职业技能竞赛北京赛区
选拔赛中获得银奖， 在2022年首
届北京焙烤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
一等奖。 张占文说： “在比赛中
学习和成长， 总是有收获的。 取
得好名次， 不仅可以展示自己，
还能打响企业品牌。 即便名次不
好， 也证明自己还有很大成长和
进步的空间。”

张占文追求成长与进步的心
态 ， 更在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 。 烘焙西点研发工作有序开
展， 他总是鼓励自己和身边的同
事， “只要有进步， 我们的功夫
就没有白费。”

现如今， 张占文和同事们研

发的6款西点蛋糕已上线销售 ，
且客户评价极好， 古船品牌的蛋
糕产品线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新当
中。 “未来， 我们还有更广阔的
展示平台和发展机会， 相信会有
更多人将品尝到我们 ‘古船’ 老
字号旗下的更多新味道 。” 张占
文说。

在东城区的胡同里，总能
看到这样一个年轻法官的身
影———他身后背着一个大大
的背包，里面装着国徽、法袍、
法槌、案卷等物品，骑着一辆
半旧的电动自行车，飞驰在大
街小巷之间。 每次他一到现
场，很多矛盾纠纷就能当场化
解， 百姓有法律方面的疑惑，
他也会在办案之余一一解答。
因此，他收获了一个亲切的称
呼———“背包法官”。2010年他
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
号，2020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十
大亮点人物。他还是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会劳模
法律服务团成员。他就是东城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调对接
团队负责人冯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