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透过窗户温暖着办公室，办公
桌上堆满了卷宗，台历上画满了“符
号”，书柜里满满是法律业务书籍和荣
誉证书……在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记
者见到了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庭副庭长陈志秀。

一见面，陈志秀深表歉意，几次约
采访，由于工作太忙，她都未能赴约。
话音未落，电话就响起来了，同事们拿
着文件、卷宗过来签署，当事人为案件
而来等等工作接踵而至。

“我是农民的孩子，我不能忘本。”
忙完手头的工作，陈志秀用这样一句话
展开了与记者的对话。

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了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了““铁案铁案””

1970 年 4 月，陈志秀出生在贵德县
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是残疾人，母亲
体弱多病，中学期间休学两年务农，后
又返校学习，在父母的支持下，她毕业
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法官。

“法官是个在秤上称你良心的职
业。”这是父亲在陈志秀上班第一天时
对她的教诲，这句话成为她法官职业的

警示语。
“我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实版，只

有不断地汲取知识才能使自己进步。”
陈志秀自嘲地说道。正因如此，勤奋成
了她的代名词。众所周知，劳动争议案
件对抗性强，申诉上访多，但她审理的
三百多件劳动争议案件均案结事了，无
一上访申诉，而自陈志秀担任法官以来
审理的上千件案件也都办成了“铁案”。

一谈起工作，陈志秀谈及最多的还
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庭刚成立之初，陈志秀就
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件——大通县下庙
村 117 名社火队员诉某音像出版社著作
权案，因涉案人数多、双方矛盾激化，
社会舆论对该案件高度关注。

陈志秀清楚地记得，当天有一百多
号人坐满法院的楼道，群情激愤地要向
法院讨要说法。为安抚群众，陈志秀坐
在楼梯上耐心讲解法律、答疑解惑。中
午到了，陈志秀给大家买了馒头、倒上
开水，耐心地协商沟通，到了下午时，
这些群众说：“法官你陪了我们一天，
你也不容易，我们不闹了，我们相信法
院。”

后经多方努力，这起极易引发群体
性事件的农民著作权案最终调解结案。
当天晚上，陈志秀几人连夜冒雨赶到下
庙村，挨家挨户将赔偿款发放到每一位
农民手中。这个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
选为全国知识产权优秀案例。

经陈志秀审理的全省首例网络著作
权案、首例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和一批在
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均案结事了，
无一提起上诉。其中两起案件被评为全
国优秀调解案例和全国知识产权优秀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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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严肃的，但这不代表法官是不
讲“感情”的。陈志秀常对年轻法官说，

“有些老百姓一辈子可能只会进一次法院
的大门，一次不公的判决，可能会改变一
个人公平善良的标准，丧失对法院的威
信、对法律的尊崇、对法治的追求。”

88岁高龄的曲大爷，和好友合伙经
营砖厂，十多年来双方纠纷不清，他认
为自己诚信一生，不能容忍被友人蒙
骗，但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没有支持
他的诉讼请求。老人不
服，又上诉到了西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

从 法 律 的 角 度 看 ，
一审法院判决没有什么
问题，陈志秀完全可以
驳 回 上 诉 ， 维 持 原 判 ，
简 简 单 单 把 案 件 结 了 。

但凭着20年的办案经验，她深知此案驳
回容易，息诉难。

考虑双方情绪对立，陈志秀从两家
之前的交情入手，采用背靠背的方式，
多次做耐心细致的调解，最终调解成
功。当她和书记员将执行款送到曲大爷
家中时，曲大爷激动地对老伴说：“共
产党的好干部来了，我了结了人生最后
一件心事。”曲大爷的老伴抹着眼泪
说：“唉，终于解决了，要了十几年
账，生了十几年的气，终于解脱了，谢
谢你们！谢谢法院！”

让闹上法庭的母子和好如初让闹上法庭的母子和好如初

办案多、结案快、调解率高，这是
领导和同事们对陈志秀的一致评价。多
年来，她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全院最
多，各项工作业绩考核均居全院之首，
近三年个人办案 324 件，担任审判长案
件 326 件，结案率均达到 95%以上。经
她审理的每一起案件均案结事了，无一
申诉上访。

“把心放正，多替当事人考虑。”这是
陈志秀的肺腑之言,也是她的工作“窍门”。

多年前，葛女士因儿子拒绝接电
话、拒绝回家将儿子诉至法院要求给付
赡养费。

第一次见到葛女士时，她面容憔
悴、情绪焦虑,不停地向陈志秀诉说儿子
的各种叛逆、不孝和怒其不争的委屈。

在诉讼过程中，葛女士的儿子拒接
电话、拒绝到法院，陈志秀和书记员到
她儿子单位，葛女士的儿子精神萎靡，
垂头丧气，在单位花坛边，儿子低垂着
头，细声陈述母亲对他职业选择的干
涉、对婚姻的反对。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解，葛女士的
儿子终于同意到法院和母亲见面。得知
消息后，葛女士拉着陈志秀急切地问：

“法官，那你说我该怎么做？我听你
的。”

葛女士母子在法院见面后，葛女士
按捺不住情绪，大哭着质问：“你不是
不见我吗？你为什么不回家？”儿子转
身就往外走，陈志秀拉着儿子的胳膊，
用眼神示意葛女士，葛女士懊悔地看着
陈志秀，叫着儿子的小名低声说：“妈
妈错了，妈妈想你了！”在葛女士的呼
喊下，儿子停下了脚步……整个下午，
母子俩在陈志秀的办公室里倾诉。下班
后，陈志秀目送母子俩走出办公室，突
然，葛女士折回身来，跪在陈志秀面前
说：“法官，谢谢你，我会按你说的去
做。”

事隔几年，陈志秀在其他庭审的现
场见到了葛女士，休庭后她快步走过
来，激动地拉着陈志秀的手说：“陈法
官，我一直在看着你呢，我按你教的做
了，儿子现在在家住呢”。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0多年来，陈志
秀将满腔热血倾注于她热爱的审判事
业，成为人民群众信赖、满意的法官，
她本人因此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
秀共产党员，2013 年荣立个人三等功，
2014 年被授予“全省优秀法官”，2016
年 被 评 为 西 宁 市 “ 十 佳 爱 岗 敬 业 标
兵”，2017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最
高人民法院“我最喜爱的好法官”提名
奖。2018年被评为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先
进个人，青海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2019 年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称号。

（记者 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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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年华约会西宁

与千人共鉴北川万达广场重磅新品
近日，北川万达广场举办的“我和西宁有

个约会&新品发布演唱说明会”于青海大剧院
震撼上演，现场人声鼎沸，全场爆满，强大的
明星阵容、动人的经典演唱，让呐喊声与歌融
为一体，嗨燃了整个活动现场！

北川万达广场特邀知名组合水木年华，
携《一生有你》、《在他乡》、《完美世界》等金曲
唱响西宁，刚柔并济的歌声唤醒青春记忆，与
水木年华回忆青春的故事；且邀请中国新声
代女歌手韩冰、知名摇滚乐队时效乐队以及
POP摇滚乐队太空舱乐队，为西宁献上激情
澎湃的表演，让现场更加精彩纷呈、振奋人
心。伴随着光彩夺目的灯光与粉丝的呐喊，
也逐渐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为西宁人呈现
出一场空前的明星音乐狂欢秀！

水木年华作为高端人居生活代表，北川
万达广场授予其“荣誉业主奖章”，水木年华
也以大麦作为回赠表示对北川万达广场的祝
福。北川万达广场，以世界都会标准，打造西
宁首个万达“ONE”系高端产品，择址北川核
心地块，与北川河湿地公园为邻，让城市繁华
与生态融为一体，铸就西宁繁华新中心。未
来将引领西宁高端人居，刷新城市品质生活
风向标！

西宁北川是未来城市投资、居住的青
春新地。城市向北，西宁下一站北川，城
市发展方向中指出未来要将北川塑造成西
北地区的山水旅游典范，打造成为全国乃
至世界的度假目的地，北川未来价值将不
可估量。

及时清扫 为了整洁更为了安全

“‘叶落归根’本是自然规律，为什么
还要费时费力清扫清运落叶呢？”有不少市民
有这样的疑问。

事实上，每到秋季，我市城管、林草部
门都会接到“不清扫落叶”的建议。

行人看到的是落叶的美，但管理部门更
关心公共卫生和安全。“城市路面堆积大量落
叶，会妨碍市民出行，影响城市环境。在干
燥天气下极易引起火灾，雨雪天气时又容易
造成车辆打滑。如果路面上的石子、碎玻璃
等尖锐物品被落叶覆盖，行人和车辆根本不
易察觉，还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及时
清理落叶也是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城西区市
政公用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秋季纷纷扬扬的落叶给城区增添了不少诗
情画意，但同时也让环卫工人们累弯了腰。11
月9日下午，共和路上大风吹过、满是落叶，
一位环卫工人拿着大扫帚全力清扫着，他对记
者说：“落叶飘落时的确很美，可是落多了就
不美了。扫落叶其实最累人，特别是下雨天，
湿叶子紧紧粘在地上，很难扫。”这位环卫工
人说，有时候落叶被吹到绿化带里，他们就要
拿长钳子一片片夹出落叶，很辛苦。

缓扫落叶 让景区留住美丽

“落叶太美，公园景区能开辟一片落叶观
赏区吗？让我们能够去赏景拍照。”“很喜欢
脚踩落叶行走的感觉，街头落叶可以保留一
两天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广大市民
欣赏落叶美景，北山美丽园在做好主副干道
等必须保洁处清扫保洁工作的同时，在一些

林区试水缓扫落叶，在城市的喧嚣中为市民
保留一份回归自然的乐趣。市民孙先生每年
的落叶季都要带着孩子、背着相机到处取景
拍照，记录大自然的美丽。日前在北山美丽
园记者采访孙先生时他对记者说：“秋天的落
叶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认为在确保城市整洁
和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给落叶留下一席之
地，为我们的城市保留一份自然的美好。”

实施项目 推进落叶归根

清理完的落叶除了填埋或焚烧，有没有
“变废为宝”的可能？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林草部门正在
做积极的探索。市湟水林场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南北两山绿化、大南山生态绿色屏障建设等
项目的实施，城市绿地面积快速增加，每年
各公园、绿地、街道、庭院单位产生的绿化
植物废弃物不断增加，如何处理绿化植物废
弃物、“变废为宝”成为亟待解决和思考的问
题。

近年来，市湟水林场和青海省高原生物
研究所等三家单位共同合作开展“青海省生
物资源废弃物综合开发利用研究”项目，真
正做到“变废为宝、变废为好”，为发展林业
绿色废弃物循环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项目进入推广应用阶
段，可以实现落叶归根、“变废为宝”。

同时，城管部门也在做积极尝试。城西区
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该区正在考
虑对落叶通过自然发酵的方法进行处理，使
之变成有机肥；对枯枝树干，考虑通过粉碎
处理加工，使之回归大地、回归自然。

（记者 小言）

日前，2019 年西宁市“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内容之一的2019年德阳市农民丰收节暨
第八届四川德阳-青海西宁农畜产品产销合
作洽谈会在四川省什邡市举行。西宁市相关
领导出席了本次洽谈会。

自2007年以来，西宁、德阳两市农业部门
主导逐步建立了长期的农业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先后共举办了七届农畜产品产销合作洽
谈会。随着产销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市胡萝

卜、马铃薯、乐都辣椒、牦牛藏羊肉、酸奶、沙
棘酒、菜籽油等蔬菜和农畜加工产品也逐步
进入了德阳及四川省其他地区市场。德阳市
涉农企业也积极参与西宁市农药化肥减量增
效行动和绿色样板城市建设。12年来，两地
签订及兑现农产品购销近50亿元，购销各类
农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达到267万吨，丰富和
保障了“菜篮子”市场供给，增加了农民收入，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德阳市各企业表示：西宁作为青海省的
省会,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享有青海作为
全球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全国最大的有
机畜产品生产基地等得天独厚农牧资源,是德
阳各企业努力寻找的优质合作城市。此次会
议共签约农业发展项目4个，签约资金达到了
3.1亿元。青海鑫兴源食品有限公司和四川牧
原养殖有限公司就生猪及其产品调运进行了
沟通洽谈。

德西携手谋发展 农业合作兴乡村
第八届四川德阳青海西宁农畜产品产销合作洽谈会圆满成功

城市落叶可以变废为宝吗？

把每起案件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

秋末冬初，又到了美丽的落叶季。我市主城区的行道
树主要为杨树、柳树、榆树、槐树等，每年落叶季都会产生海
量的落叶，在为城市增添诗意和浪漫的同时，这些落叶也给
城市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清理后的落叶都去了哪儿？落叶
可归根、是否“变废为宝”了？这些问题备受市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