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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干了了十十年年，，还还是是离离开开了了法法院院
辞职法官：案子多压力大让人失去自我，想回归正常生活

从一线波及到二线城市

近近一一成成受受访访法法官官正正准准备备离离职职
从全国来看，韩新民经历并非

孤例，近年来，法官辞职的话题屡屡
被提及，而辞职反映的各种问题，正
是司法改革要解决的。

据了解，近年来，从北京、上海
等一线城市开始，陆续有法官离职，
之后逐渐波及到二线城市。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表
示，浙江每年都有法院人才流失，这
几年比较多。“这是案多人少压力太
大造成的”。有的法官一年甚至办案
二三百件，宁可去其他党政机关；还
有一些去当了大企业法律顾问，有
的去做了律师。

7月23日人民法院报一篇名为
《如何在司法改革中善待法官》的文

章透露，一份法官生存状态调查显
示，被调查的2660名法官中有329名
法官表示满意或者比较满意，总体
满意度占12 . 37%，感到一般的占
30 . 53%，不太满意的占34 . 88%，很
不满意的占22 . 22%。57 . 37%的现任
法官认真考虑过想要离开法院，而
目 前 着 手 进 行 离 职 准 备 的 也 有
9 . 81%，从没有想过离开法院的法官
仅占5 . 53%。

法官反映最普遍的五个烦恼分
别是工作压力大、看不到职业前景、
经济拮据、职业倦怠以及健康问题，
此外还有部分法官被住房困难、没
有职业尊荣感、领导干预案件审理、
职业保障不足、用人选人不公平、司

法环境差等问题困扰。
是不是司法改革逼走了法官？今

年7月，人民日报发文表示，在这个价
值多元的时代，无论是跨界人才流
动，还是体制内外岗位转换，都是正
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设限
阻拦。单靠一纸禁令留不住人心。另
一方面，“离职潮”背后的制度隐忧，
恰恰是司法改革的对象。对离职法官
群体的调查访谈显示，压力大、待遇
低、保障少、晋升通道狭窄、司法权责
不清、职业尊荣感不足，都是促使法
官“用脚投票”的主要因素。而推进法
官员额制改革所要着力解决的，其实
正是上述问题。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整理

·离职潮起

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闹，咋办案

“案子太多，太累了”，这句话
像是挂在了韩新民的嘴边，当法
官期间，办公桌上摆满材料，白天
开庭、接听当事人电话，晚上哄完
孩子写判决，很难休一个完整的
周末，去年只休了两天的假。尤其
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案件数量有
所增加，到7月，他今年已经审理
了一百多起。

在基层法院，像他这样的情
况十分普遍，法官普遍处于超负
荷工作状态，一基层法院近四年
年平均结案数为8000多件，而一
线法官只有三四十个人，年人均
办案多达两百多件，甚至有的法
官平均一天就要审结一个案子。

数量多，还要保证较高的服

判息诉率和较低的发改率。尤其
中央提出探索建立突出法官、检
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自
己办的案子要自己负责，这更是
给法官们上了又一道“紧箍”。但
现实问题是，人们在对法治寄予
厚望的同时，对司法的认同感却
普遍不强，使法官的尊荣感因此
下降。

“打官司必然有输赢，但有些
人输了官司就来闹，常年堵在法
院门口不走，有的常年上访，一上
班就有人在外面嚷着你办案不
行，能好受吗？”而且，有人投诉法
官就得写报告，这相当耗费精力，

“一份报告的时间能写五份判决
书了。”

帮不了忙别人说你“不怎么样”

“案子之外，还有各种考核，
有时综合部门也会给业务庭任
务”，这让韩新民经常感到十分
疲惫。

与此同时，案外因素干扰也
常常让他苦恼。“亲戚朋友叫你去
吃饭你去不去？托你办事你办不
办？办不了人家背后还说你这人
不怎么样。”就在他辞职前不久，
一起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都通过关
系找到他，“我听谁的？最终肯定
按法律办，但有一方就不满意”。

如今，社会对法官的要求越

来越高，这种约束包括法官的社
会交往活动，“法官是公平正义的
守护者，的确更应当严于律己，洁
身自好”，但他觉得一些行为规范
对工作之外的要求太多，自己的
圈子越来越小，“我就是个普通
人，也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玩
一玩”。

“法官只想一心把案子办
好，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职业保
障，让法官全心全意搞业务，那
么也会好一些，可是这块现在做
不到。”

“以前是主宾，现在不这样了”

“不干了”，这话韩新民喊了
很多年，如今真辞了职，同事们
倒是有些惊讶。“和我一样喊着
要辞的人还有好几个，之前有的
差点辞成了，又被家人劝了回
去”。

韩新民的家人也不同意他
辞，让他找朋友们再商量商量，

“保守地说体制内很好，开放地说
要走趁早，思来想去，里面有里面
的好，外面有外面的好，就看你要
什么”。

他给自己做主，辞了做律师。
现在他仍在角色转换的适应期，

“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开始学”，尽
管常年与律师打交道，现在才真

正开始熟悉这份职业。“比如我原
来从不知道律师们已经用技术手
段把法官们都研究得那么细致、
透彻。”

“律师思维还没有树立好”，
他说，要学会如何与当事人打交
道、将无形的劳动有形化，办不了
的事情要想办法解释好。

更重要的转变是身份上的。
“以前当法官，老板请你吃饭一般
要把你安排在主宾位置上，现在
请你就不会这样”。而在外人眼
里，他又和普通律师不同，“你当
过法官，别人的期望值就更高”，
这样的期望也让韩新民不得不更
加努力。

或许会有律师

去当法官

对自己的决定，韩
新民认为很正常，“可
能带动其他在观望
的 人 也 出 来 ”。他
说，尤其实行养老
金统筹后，公务
员 身 份 对 一 些
人的吸引力进
一步弱化，刺激部
分曾舍不得退休后优厚
待遇的人有勇气离开。

就在他办理离职手续前后，我省召
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实施动员大会，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启动。但韩新民反复
说：“我出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
司法改革无关，只是恰好在这个时机，
比较容易受关注”。这个说法，和上海高
院政治部一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的说
法一样。

“原来渠道不畅，现在畅通了，有人
愿意从体制里走出来，这是种进步，将
来可能形成良性的双向流动机制，现在
我从法院出来，或许不久也会有律师去
当法官”。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
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
入法官、检察官队伍，这正是我国司法
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目前在外地已有
实践。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韩新民笑
称，自己现在干劲很足，只要有精力就
可以做感兴趣的事。周末，他发了条参
加某沙龙的朋友圈，“继续学习”，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韩新民为化名）

对三十多岁的韩新民来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的2015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为自己做主，离开
工作了十余年的法院。

韩新民原是我省中部一基层法院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余年。一个月前，他在家人仍没有完全
同意的情况下递交了辞职信，“家人希望你稳定，有保障，但不知道你压力有多大。”如今韩新民在一家
律师事务所工作，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新闻分析

省法院离职公务员：

实在不想

一眼看到60岁

挤破头进法院，收入不够花

2008年，从山大法学院毕业后，于加
华先是在一家基建类国企工作，常年在
工地，生活十分艰苦、枯燥，他认为这份
工作没有成长性，无法增强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于是决心干自己的本行，考进司
法机关工作。

他报考了省法院公务员，当年招8个
人，报名者约700人。考前那段时间，他每
天下班后在工地办公室复习到10点。最
终，以笔试成绩13名、面试成绩第三名的
总成绩被顺利录取，端上了“铁饭碗”。

“那时的感觉真的是紧张又兴奋。”
他对未来充满憧憬，认为可以大干一把
了，“浑身都是劲儿，什么都想抢着干”。
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钱不够
花。当时，他每个月工资约3000元，还完
房贷手头只剩下一千多，所谓的社会地
位与收入水平不对等。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渐渐熟悉业务
工作后，有种强烈的危机感袭来。“接触二
十多项罪名，好像很难从工作中感受到挑
战性，成就感不强，也增强不了稀缺性，实
在不想一眼看到60岁的样子”。

挣扎一年辞职，外面很精彩

于加华认为自己的潜能需要激发，
逐渐有了放弃的想法。辞还是不辞，他挣
扎了一年，“一边是光鲜稳定的公务员身
份，一边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很难抉择”。

犹豫中他本想再干十年再辞，但最
终说服了自己，“在机关呆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被温水煮青蛙式的消磨意志”，于
是在纠结了一年后，他下决心要到外面
闯一闯。

在听到于加华辞职的消息后，大部
分同事的反映都是惊讶，“此前直接辞职
的很少”。

离开之后，于加华加入了律师队伍，
在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调整心
态。后来，他听说又陆续有人从系统内跳
出来，有的说晋升渠道窄，有的说感觉收
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这都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了，于加
华已经适应了生活的变化，在与各行各
业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朋友圈逐渐扩
大，知识面不断拓展，生活也丰富起来。
实际上，他听说辞职者不仅在司法系统，
其他行政机关也有。“外面的世界很无
奈，但同样也很精彩，新的选择给我打开
了另一扇窗户。” 本报记者 马云云

2009年，在700名左右的报
名者中，他和其他7位年轻人脱

颖而出，成为省法院录取的公务
员，四年后，他拿着辞职信走进领导

办公室，面对“你考虑好了吗”的疑
问，他点了点头。

近日，29岁的于加华向记者谈及考
取法院公务员的过往。如今，他已经是康
桥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执业律师。

总体满意占

12 . 37%

感到一般占

30 . 53%

很不满意占

22 . 22%。

不太满意占

34 . 88%

法官自我满意度调查

据人民法院报
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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