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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海口中院 51 岁女法官杨静加班劳
累过度致心脏病突发，不幸因公殉职

坚守

一生的

27 年不变初心，用生命诠释为民情怀
深情追忆

人物档案
杨 静 ，女 ，1967 年 8 月 出
生，致公党员，湖南华容人，生
前系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先
后从事审判、执行、立案信访和
申诉复查等工作，历任书记员、
助理审判员、副科级审判员、正
科级审判员，曾经在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挂职工作。

本 报 讯 4 月 13
日晚，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庭女法官
杨静因加班工作劳累
过度突发心脏病，经
抢救无效，不幸因公
殉职，年仅 51 岁。杨
静把自己的一生奉献
给了公平正义的审判
事 业 。 在 她 27 年 的
法院职业生涯中，始
终恪尽职守，兢兢业
业，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公正司法，直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郭泽高 宋研

妈妈很好学，回到
女 儿 家还抱着书本学习

杨静生病时仍坚持工作((图片由受访者曲洁提供
杨静生病时仍坚持工作
图片由受访者曲洁提供))

工作上兢兢业业

领导想给她减负，她却说
“加班就能做完”

因公殉职

女法官劳累过
度突发心脏病倒
下，再也没醒来
4 月 13 日下午，杨静的丈
夫早早打来电话，让她回家吃
晚饭。由于案件还没有处理
完 ，杨 静 便 让 丈 夫 和 女 儿 先
吃。没想到，这竟是杨静同家
人通的最后一通电话。当日 19
时 10 分许，当杨静结束加班，走
到单位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
时，因工作劳累过度突发心脏
病，倒在了驾驶室的门前，再也
没有醒来。当时，她随身携带
的公文包里还装着一沓工作材
料。
杨静突然离开，让海口中
院立案庭庭长曲洁难以接受，
“4 月 12 日晚上 8 点左右，她还
到我的办公室叮嘱我早点回
家。”曲洁说，第二天 19 时许，由
于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了，她
当天并未加班到太晚。临走
时，曲洁特意走到杨静的办公
室，
让她早点回家陪陪家人。
据当天值班的保安介绍，
就在曲洁离开法院后 5 分钟左
右，杨静离开了办公室。
“ 当时
有人看到杨静倒在车旁，立马
找到了保安。”海口中院物业负
责人介绍，保安立即跑到现场，
发现杨静躺在地上，脸色苍白，
120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抢救，还是没能将
杨静救回来……

杨静 1991 年大学毕业后便来到海口
中院做书记员，一干就是 7 年，随后担任
助理审判员、副科级审判员、正科级审判
员，先后从事审判、执行、立案信访和申
诉复查等工作，生前系立案庭审判员、四
级高级法官。
今年是杨静在立案庭的第十个年
头，她负责的是全省案件量最大的龙华
区和案件量较大的秀英区的二审立案工
作。二审立案是一项十分严谨细致的工
作。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基层法院经常
出现裁判结果在未穷尽送达方式的情况
下，就以无法送达为由，进行公告送达，
造成当事人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
杨静负责立案工作后，对二审送卷
严格把关。立案庭审判员刘大海介绍，

杨静会将案件中涉及的当事人信息记在
笔记本上，然后逐个联系，有时也会前往
基层法院，向书记员了解案件当事人的
情况。在杨静的严格要求下，基层法院
二审移送的卷宗比以往更加规范，当事
人的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护。
由于二审案件审限仅为 3 个月，为让
法官尽快审案，让当事人早日得到公平
正义的判决，杨静不断给自己定目标、加
任务，每周至少有两天加班到晚上七八
点，经常连中午休息时间也不放过，总是
喜欢打饭回办公室边看材料边吃饭。今
年春节前的某一天，杨静受理的案件，光
卷宗叠起来有半米多高，领导主动提出
为她减轻工作量，她却不乐意地说“加加
班就能做完”
，
没有一丝抱怨。

来访群众知心人

不管多
“难缠”的当事人，她都能耐心搞定
杨静为人乐观，性格开朗，作为长年
在接访一线工作的法官，面对怒气冲冲
的来访者，她努力做到以“柔”化“刚”。
不管多“难缠”的当事人，只要遇到杨静，
几乎没有发着脾气、带着怨气离开法院
的。2015 年 3 月，杨静被选调到最高法
院立案二庭挂职，任最高法院助理审判
员，处理了大量纷繁复杂的涉法涉诉信
访案件，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被最
高法院破例延长其挂职期限半年。挂职
期满后，杨静被最高法院评为优秀挂职
工作人员。
刘大海回忆，2016 年夏天，一位拄着
拐杖的老人和老伴拿着一叠厚厚的材
料来到立案庭。
“当时每个审判员都在忙
碌，老人转了一圈后便气冲冲地将材料

往地上一摔，破口大骂起来。”刘大海说，
原本老人的事和立案庭没有关系，可以
告知老人寻找相关负责人。面对这种情
况，杨静走上前去了解事情缘由，经过半
个小时的沟通，
老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
刘大海很是惊讶，问杨静是怎么做
到的。
“我当时记得她说了一句话，
‘老百
姓要的不就是一个理吗？只要好好把法
理和情理结合起来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讲
通了，他们就满意了。’”邓大海说，这件
事让他对杨静多了几分敬佩。
2016 年 3 月以来，杨静共审查立案
5161 件，接待来访群众万余人次，其间没
有出现一起投诉上访、矛盾激化，错立、
漏立的情况发生。还承办刑事、民事申
诉复查、管辖权异议等案件 83 件。

今年 23 岁的余杨是杨静的女儿，4 月 13 日，
她和父亲在家吃饭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父
女俩立即赶往海口中院，其间余杨数次哭晕过
去，她想不明白，刚刚还通过电话的妈妈，怎么突
然之间就没了……
5 月 14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余杨想起母亲便
泪如泉涌，
不断用纸巾擦拭着红肿的双眼。
“妈妈非常非常爱我。”余杨说，自己生病的
时候，妈妈即使晚上十一二点下班，也会为她煮绿
豆汤。
“ 她很好学，回到家还抱着书本学习，2015
年，妈妈和我一起复习，经过努力，我们都通过了
各自的考试。”余杨说，在学习方面，母亲对她的影
响非常大，因此大学期间，除了学习金融专业，她
还攻读了第二专业法学专业，毕业时成功拿到了
两个专业的学位证书。
“妈妈走后，我才知道她的工作非常辛苦，时
常面对负面情绪的人和事，但她从没在我面前表
现出任何不愉快。
”
余杨哽咽道。
杨静的丈夫余先生说，由于工作的原因，妻子
身体不好，他曾多次提醒她注意身体，
“ 但她总是
说‘没事，我的身体还不错’。”余先生告诉记者，4
月 13 日，妻子开车送他去医院体检，他本打算让妻
子也做个体检，但妻子将他送到医院后就匆匆赶
往法院，
就在那一天，妻子离开了……

她是个热心肠，

同 事 给我很多帮助

在同事眼中，杨静是个任劳任怨、拥有“老黄
牛”
精神的人，
一直在为司法事业默默耕耘。
海口中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心能表示，
法院立案信访人员时常受到某些当事人的无故指
责和谩骂，往往被称为法院的“出气筒”。杨静到
立案庭工作后，从未向组织申请调换工作岗位，耐
心接待每一位来访群众，倾尽全力解决来访群众
合理诉求，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法官为人民”
的庄严承诺。
海口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刘华琪是从外
地选调来的法官，她刚到海口中院时，和杨静在同
一个办公室工作。
“ 静姐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刚来
的时候，她总是对我嘘寒问暖，和我拉家常，帮我
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刘华琪说，她最难忘的
是杨静做的莲子百合汤，
“ 现在我一喝莲子百合
汤，
就能想起静姐。
”
据杨静的同事介绍，杨静作为立案庭的一名
普通法官，每天忙着接待当事人、答疑解惑、调解
纠纷、审查立案等繁琐事务，有时连杯水都顾不上
喝，长此以往，她患上了比较严重的高血压和颈
椎、腰椎疾病，但即便如此，她也很少请假，更没有
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杨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
时代人民法官的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生
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奉献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