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林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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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曾晶晶

为了化解一批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案件， 魏林曾在半个月内接待了 300 位
当事人， 吃了 4 盒胖大海含片， 嗓子哑
了，依旧坚持给当事人做工作。

提起这件事， 同事们对魏林赞不绝
口：“如果不是一心只想为老百姓解决矛
盾，谁能做到这样？ ”

对此，魏林说：“与民生相关的问题，
不论大小皆是要事。 况且房子一直是老
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多一点耐心，就能多
给当事人一点信心。 ”在法院工作 16 年，
魏林始终认为， 法官是要传递司法温度
的。 4 月 29 日， 记者就走近这位优秀的
人民法官，倾听了他的办案故事。

半个月接待 300位当事人
2019 年， 魏林承办了一批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案件。 由于不动产统一登记
政策的实施以及企业内部重组， 望城某
地产公司开发的二期楼盘项目竣工验收
时间延期 。 2019 年 5 月以来 ， 该楼盘
150 多户业主陆续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开发商给每户业主赔偿 1.1 万元违约
金。

收案后，魏林了解到，若按业主的赔
偿方式计算， 公司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
危局。 另外，该批案件涉及当事人众多，
且有业主拉横幅堵门、集体上访等情况，
若处置不当，极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如何切实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又
妥善解决地产公司的实际困难？ ”魏林多

次前往实地调研后决定先行调解。 批量
性解决纠纷并非易事，协调过程中，魏林
在审判工作之余， 接待了 300 余位业主
代表和楼栋栋主，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

“魏法官 ，房子延期交房，这就意味
着我要多出几个月租金， 这个损失开发
商应该赔偿。 ”“魏法官，不按时交房影响
了孩子入学，这怎么办？ ”对于当事人的
问题， 魏林都一一回答 , 提出自己的意

见。
为了寻找双方的平衡点， 魏林多次

约谈开发商相关主管领导， 并数次组织
双方当事人沟通， 经常忙到晚上 12 时。
“那段时间，晚上睡着了 ，双方的各种声
音都还一直在脑海里回响。 ”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魏林的努力下，
终于促成业主与开发商达成统一意见 。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 魏林又定期督促
开发商履行义务， 并将进展情况反馈给
业主代表。

3 个月后， 开发商承诺的违约补偿
款全部到位， 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
书也陆续办理完毕。 这批案件的成功推
进，同时让该楼盘其余 1700 余户业主看
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均与开发商达成
了诉前调解。

进村普法解决“外嫁女”纠纷
“案子一判了之容易，但法官还是要

用法律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魏林
认为，“这样，法官才会有成就感。 ”

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 ，“外嫁
女”纠纷一直是望城区法院的高频纠纷，
无法顺利取得土地征收补偿款， 出嫁女
纷纷将村民小组诉至法院。 为在源头化
解纠纷，魏林将调解、普法工作延伸到了
村民身边。

2020 年的一天， 魏林来到望城区乌
山街道原佳村，村民们正吵得不可开交。
一些村民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
水”，不愿意将她们纳入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范围。

“你也有女儿，如果她结婚以后遇到

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想。 ”“宪法规定了，
男女平等。 ”面对争吵不休的村民们，魏
林从情理和法理上给大家做工作。

原佳村的困境也是望城 100 余村镇
的缩影。 为了高效化解矛盾，魏林利用休
息时间整理撰写了数万字的 《关于妥善
处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向各个村组普
及相关法律问题。

此外，魏林数十次到村组以授课、座
谈等方式进行普法宣传， 数次受邀列席
参加村民小组社员会议。 拿着魏林给出
的分配方案建议， 原佳村村委会主任李
荷称赞：“魏法官提出明确的分配方案与
调解协议，让大家懂了法，也给村里其他
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范本。 ”

上午两个庭审，下午还有两个庭审，
4 月 29 日中午休息时间，魏林才抽出时
间接受记者采访。

“可能是性格所致，我见不得事情拖
着。 ” 魏林边说话边整理下午的庭审材
料。 2019 年， 在法院系统内设机构精简
改革时, 魏林主动申请退出研究室主任
岗位，回到审判一线。 担任速裁团队负责
人后，他带领团队干警以 6％的法官力量
承办了全院 26％的诉讼案件， 连续 2 年
被评为优秀团队 。 他本人 2019 年结案
867 件、2020 年结案 668 件，连续 2 年成
为全院办案冠军， 被评为院先进个人和
办案能手。

每天忙到脚不沾地， 魏林却一点都
不觉得累。 他说：“做法官是我学生时代
就有的梦想，对法律原则的坚守，对法官
事业的执着，是我内心信念使然。 ”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谭玲波

一个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会怎么
样？ 从涟源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
治股股长邓斌身上或能找到答案。

从司法员 、副所长 、所长、股长到市
医调委副主任、 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副
主任 ，参加工作 23 年 ，邓斌一直奔走在
矛盾调处一线，妥处各类突发事故、攻克
最难医患矛盾。 先后被授予全国人民调
解工作先进个人、 全国平安医院工作表
现突出个人等荣誉称号。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1998 年， 邓斌从娄底市工业学校电

算会计专业毕业， 分配到涟源市司法局
安平司法所，这一干就是 18 年。

18 年来，他学习法律、熟悉政策、了
解民情……并取得了法律本科文凭 ，很
快让自己从门外汉成长为行家里手。

2016 年 8 月，为有效化解医疗纠纷，
涟源市司法局牵头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 邓斌义不容辞挑起了这副重

担，具体负责日常事务。 他一方面恶补医
学知识，一方面探索建立 “一二三四五 ”

工作法。 即围绕一个主题，“化解医患矛
盾 ”；树立服务患者诉求 、服务医疗秩序
“两个服务”观念；履行免费咨询、免费受
理、免费调解“三个免费”承诺；信守耐心
倾听、细心疏导、热心调解、真心服务“四
心方法”；坚持依法调解、公开公平公正、
实事求是、群策群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相统一“五项原则”。

从成功调解进京上访 4 年之久的七
星街镇某医院赔偿陈某案，到 2017 年市
人民医院赔偿龙塘王某案 、2018 年市妇
幼保建院赔偿龙塘谭某案，再到 2020 年
市中医医院赔偿刘某案……涟源市该类
医疗赔偿乱象得到成功扭转， 邓斌也成
为了涟源调解此类案件的权威人士。

4 年来，他共接待上门群众 600 余批
次， 共成功调解各类医疗纠纷 80 多起，
涉及金额 600 多万元。 无论矛盾纠纷的
当事人是什么来路、有什么背景，他都坚
守法律底线、讲求公平正义。

常常带着对家人的愧疚
矛盾的发生往往具有突然性和不规

律性，调解工作便常常需要加班加点，随

时出发成为工作常态。
邓斌的妻子是一名小学老师， 两人

都很忙。 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
大女儿刚上初中就被他送到学校寄宿 。
2017 年 5 月，小女儿出生。正在休陪产假
的他， 又因湄江镇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
而紧急赶赴现场调处。

在孩子心中， 爸爸说得最多的话便
是“爸爸下次一定兑现承诺，陪你玩一整
天”“对不起， 这次爸爸不能来参加你的
家长会了”，引来女儿的诸多抱怨，“我好
像就没有爸爸”。

当旁人说起某个法律条款， 邓斌总
能滔滔不绝； 而问起小女儿什么时候会
叫“爸爸”，大女儿成绩怎么样时，他却无
言以对。

邓斌何尝不愿在家中和亲人共享天
伦之乐？ 然而职责所在，他不得不将对亲
人深深的愧疚和爱隐藏在心里。 他常说：
“愿做老百姓头顶的一束阳光，将法治的
光辉撒向更广阔的田野！ ”23 年来，他用
青春和汗水，以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以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无限热情， 守护着
一方百姓的和谐。

民生无大小 细微见真情
———长沙市望城区法院速裁庭庭长魏林的办案故事

愿做老百姓头顶的一束阳光
———记涟源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股长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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