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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嘉莉

“去年9月28日，我的好同事李庆军永远地离
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审判事业。”作为
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一员，站在演讲台
上，省高级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高光哽咽了。

9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五层大法庭，气
氛肃穆。为了缅怀弘扬李庆军同志坚守法治信
仰、献身司法事业的崇高精神，深入推进“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最高人民法院面向
全国法院召开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李庆军同志生前系省高级法院立案二庭副庭
长。在审判一线工作的25年中，李庆军同志始终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近三年来主审217起案
件，无一错案和上访缠诉，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长年超负荷工作使他积劳成疾、
身患重病，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默默坚守在审判
工作岗位上，用生命书写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审判
事业的热爱。2018年9月28日，李庆军因病医治
无效去世，年仅54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批示：“李庆军法官事
迹感人至深，不愧为新时代人民好法官，应在全
社会大力宣传李庆军法官先进事迹。”

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批示：“李庆军同志是出
彩河南人的代表，是新时代的好典型，要在政法
系统和全社会开展学习活动，我们需要像他这样
既干净又干事的好干部。”

2019 年 7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河南
省委在郑州召开表彰大会，追授李庆军同志“全
国模范法官”“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以下是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
登——

李庆军出生在王屋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从
小听着愚公移山的故事长大，愚公生命不息、挖
山不止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他，让他在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道路上无怨无悔；让他在患病期间，
依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让他用有限的生
命，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诠释
了人民法官的初心和使命。

在办案中，庆军对每起案件都一丝不苟，对
每份裁判文书至少校对 3 遍以上。他对我们说：

“每当写判决书时，总感到败诉方当事人在看着
我，所以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让当事人输得明白。”他撰写的裁判文书曾被
评为全国法院优秀文书，成为年轻法官写作的模板。

从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法官，庆军对老百姓有着特殊的感情。面对来打官
司的群众，他常说：“越是扛着大包小裹来法院的当事人，越要倾注更多的心
血和精力。”有一次，他办理一件标的额仅为3500元的劳动争议案件，一、二
审均以证据不足判决李某败诉。李某不服，向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审查时，
为查明事实真相，庆军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开着自家的车冒着高温，到100多
公里外的建筑工地了解情况，从建筑工人到包工头先后走访了20多名知情人
员，身上的衣服一直被汗水浸透着。李某感激地说：“你真是个好法官，不管
咋判，俺都认了。”

由于肾功能差，庆军不能多喝水，和当事人沟通时间长了，就会身体乏
力、舌头发僵，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喝口水漱漱口再吐掉。听他的妻子马老师
说，庆军一直盼望着手术后能像正常人一样，渴了就喝水。渴了就喝水，这对
我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对庆军来说却是一种奢望。但他并没有因
此减少与当事人的交流，他常对年轻法官说：“法院是说理的地方，要让当事
人把话说完，这样化解矛盾就容易了。”

对法律的信仰和审判事业的热爱，让庆军倍加珍惜身上的法袍。院里的同
事都知道，庆军有个外号叫“三不法官”，就是不向领导伸手要待遇、不给同
事朋友找麻烦、不向当事人伸手要好处。但我觉得，还应当再加上一个

“不”，那就是不讲情面。庆军的好友侯怀乐，提起庆军既佩服又感动，还有点
小埋怨。他说：“庆军这个人啥都好，就是太不给面子。”有一年，侯怀乐的侄
子因为承包盖房发生了纠纷，他想着自己和庆军是同学，又当过庆军弟弟三年
高中的班主任，关系一直很好，就想让庆军给下级法院打个招呼。没想到庆军
直截了当地说：“咱是好朋友，但情谊归情谊，案件归案件，法律问题我可以
帮你分析，案件我绝不能干涉。”

在完成繁重办案任务的同时，庆军四年如一日与病痛顽强抗争着。看着他
日渐消瘦，庭长卜发忠多次对他说：“庆军啊，院里有规定，如果身体有病就
必须休息治疗，你可不能拿身体当儿戏啊！”庆军总是笑着说：“没事儿，自己
的身体我心里有数。”法官助理王卫霞回忆起来就泣不成声：“李庭长老说我孩
子小需要照顾，不让我加班，自己却带病加班。”就这样，在工作面前，庆军
总是冲锋在前；但在荣誉面前，他常常选择谦让。院里半年绩效考核时，因为
办案多，庭里要给他评第一等次，他坚决推辞说：“把第一等次给年轻人吧，
多鼓励鼓励他们，这样也能让他们多拿点奖金，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他从来
没有想过，自己是个病人，治病也需要花很多的钱。

2018年9月1日，星期六，也就是庆军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前一天，他还在
单位加班。当日18时30分，省高级法院签到机上留下了他的影像。然而，这
成了他最后一次下班。

9月2日一大早，审判团队成员任方方还收到他的短信：“禹州电缆案，6
号以后联系双方当事人再谈一次，调不成还按原定方案办。”任方方万万没有
想到，这条短信竟成为庆军给她的最后留言。她流着眼泪说：“我想着等案件
处理完再去看望他，好让他高兴高兴，但是再也没有机会了……”庆军上有年
迈的父母，下有未工作的儿子，在做器官移植这么大的手术前，想的不是自己
家的事，甚至没有一句嘱托，他想的、说的全是工作。

在庆军生命的最后8个月，他带的审判团队结案360件，占全庭结案总数的三
分之一，仅他个人就结案121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这个工作量，对于一般
人来说都很难完成，更何况是一个身患尿毒症、一天做4次透析的重病人。有人
说，庆军就是新时代的愚公，明知道有办不完的案件，却还在一刻不停地办案。作
为同事，我们深深理解他，当了20多年法官，对工作的热爱早已融入了血液、融入
了灵魂，工作就是他精神的寄托，仿佛只有工作，才是他医治病痛的良药。

人生因奋斗而出彩，平凡因坚守而伟大。李庆军同志25年坚守初心、践
行使命，虽然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在平凡岗位上谱写了不平凡
的人生华章。他用坚守与执着，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的忠诚和担当，激励着
我们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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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忠诚履职尽责

市中级法院掀起向李庆军同志学习热潮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越是扛着麻袋、大

包小裹来省高级法院开庭的当事人，越要倾注更
多的心血和注意力！’我们要向李庆军同志学习，
不忘初心使命，坚守司法良知，守护公平正义，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9 月 3 日上午，收听收看了最高人民法院
举办的李庆军先进事迹报告会后，市中级法院广
大干警被李庆军的先进事迹深深打动、震撼，并
进行了热议。

连日来，市中级法院迅速掀起“学习李庆军同
志精神，争做李庆军式好法官”等系列活动。9月6
日，该院各支部全体党员在“主题党日”活动上，
深入学习李庆军同志的先进事迹并发表感言。大家
纷纷讲心得、谈体会，对标找差距，赶超争先进，
勇于担当，拼搏奋斗，争做李庆军式的新时代人民
好法官。

9 月 9 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召开党组会，进一
步传达学习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

展学习李庆军争做李庆军式好法官活动的意见》，
并就全面开展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活动进行
安排部署。

“李庆军同志虽然去世了，但他一心为事业、
一心为群众的高尚品德，已成为全体法院干警学习
的榜样；他像一面镜子，时刻为法院干警照亮前行
的道路。”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玉杰在寄
托哀思的同时，要求全市法院上下迅速掀起学习李
庆军、争做李庆军式好法官活动的热潮。

李庆军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去世为什么引
起这么大的反响、让这么多人追思哀悼？通过李
庆军先进事迹报告团四位成员的讲述，我们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了李庆军的平凡和伟大。

李庆军常对妻子说：“一个农家子弟能从大山
里出来上大学，又当上省高级法院的法官，很光
荣也很幸运。人要懂得感恩，我除了办案没有其
他本事，必须认真负责地办好每个案件。”他总是
说：“法院是说理的地儿，我做这份工作一定要对
得起良心，对得起双方当事人，不给法院抹黑，
不给法官抹黑。”他常对同事说：“每当我打判决
书时，总感到败诉方当事人就在对面看着我，一

定要把法理说清楚，让当事人输得明白。”
李庆军不光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从

事自己喜爱的法律工作，把追求公平正义当成自
己一生的修行。他虽然长期身患重病，但凭着对
工作的赤诚热情和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他咬
紧牙关与病魔对抗，让自己有限的生命纵情燃
烧，留得赞誉在人间。

逝者已去，精神永存！我们要学习李庆军
爱岗敬业的崇高品质、公正司法的职业追求、
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少审庭党支部

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一要学习他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的精神。李庆军身患重病仍
然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工作岗位，我们在平时
的执法办案中要发扬这种牺牲精神和担当意
识。二要学习他心系群众的精神。李庆军参加
工作 25 年，始终坚守在审判一线，在多办案、

办难案中摸索总结经验，苦练过硬本领，以扎
实的业务素养和过硬的案件质量赢得人民群众
的尊敬和信任。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李庆军精神
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忠诚履职尽责，提高审判
质效，改善司法作风，争当李庆军式的人民好
法官。

民三庭党支部

李庆军同志在审判一线工作25年，始终以高
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克
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坚守岗位、敬业如初，
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
毕生追求。他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和法治信仰，坚
持公正司法，坚决抵制关系案、金钱案、人情

案。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学习李
庆军同志对群众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学习他坚韧
不拔的钢铁意志，学习他始终干净干事、清白做
人，从不向领导伸手、不向同事朋友伸手、更不
向当事人伸手的“三不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赔偿办党支部

我们深深感到李庆军同志在“有所不为”
和“有所为”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在“有所
不为”方面，他从来不向当事人伸手，不向领
导要待遇，不向组织提过分要求。在“有所
为”方面，李庆军同志从进法院直到他最后去
世，都没舍得脱下身上的法袍，他对这个职业
的热爱是最强烈的。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定理想
信念，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要
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心系人民群
众，用实际行动展现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
的浩然正气。

行政庭党支部

李庆军同志四年如一日地与病魔抗争、
始终坚守工作岗位的坚韧精神，时刻为当事
人着想的法官精神，无一不感染着我们、激
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要忠于法律、恪尽职
守，不断为法院事业努力奋进。在李庆军身
上，我们仿佛看到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革命
精神和奋斗精神。李庆军为了司法审判事
业，不畏病痛，坚守岗位，无私奉献自己的
一生，作为一名法官，我们要向李庆军学
习，时刻坚持“司法为民”基本理念不动
摇；学习李庆军敬业奉献精神，时刻不忘进
入法院的那分初心，拭去心中名利的尘埃，
脚踏实地，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办好事。

审监一庭党支部

李庆军同志在与病魔抗争的几年间，他的
办案量在全庭名列前茅，即使生命的最后8个
月，他依然是办案最多的法官。多年来身患重
症，却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甚至为了不耽误
工作，李庆军选择了在家进行腹膜透析。这样
的一种大无畏的无私奉献精神让我们深深为之
感动和震撼，这种舍小我、为大我的人格让我
们为之动容，这样崇高的理想信念值得我们每
个人向之看齐！我们要学习李庆军对党忠诚的
政治品格、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拼搏进取的
奋斗精神，勇于担当、勇挑重担，为司法审判
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破产庭党支部

李庆军出生在王屋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从小听着愚公移山的故事长大，愚公生命不
息、挖山不止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他，让他在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道路上无怨无悔。大家学
习李庆军先进事迹后，一个个踊跃发言，表达
自己对“好同志、好法官、好榜样”的深深敬
意，感慨李庆军忍着病痛上班是一件多么需要
强大意志力的事情。李庆军对工作的热爱和不
变的初心，表现了一个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崇
高品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学习李庆
军同志的先进事迹，就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宁愿自己多跑路，不
让群众多跑腿，在一言一行中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司法的温度和更多的人文关怀。

法警支队党支部

市中级法院党组集体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 郑 军 摄

市中级法院组织干警深入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 郑 军 摄

李庆军生前工作照。 （省高级法院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