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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普定县的法律引路人

毛洪涛，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副主任，高级合伙人，2010 年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开展

后前往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司

法局从事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

普定县有户籍人口将近 46 万人，贫困人口占很高的比例，全县只有

一个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

踏入普定县，毛洪涛就接手一起交通事故法律援助案件。大二女学

生高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被撞成高位截瘫。毛洪涛接受委托后发现，高

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肇事方进行赔偿时，没有申请财产保全。

“判决结果再理想，执行不了，受害人拿不到钱，不过是一纸空文。”

毛洪涛第一时间与当地司法部门、法院进行沟通，代言受害人申请财产

保全，查封了肇事车辆以及肇事者的固定资产。“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律

师的要求本来就比普通律师要高。打官司不仅要胜诉，更要执行到位，

决不能因为律师没想到或者没做到砸了法律援助这块牌子。”

毛洪涛说：“法律援助事业是一个阳光的事业，但绝非是一个人的

事业。这项事业需要更多的人才参与，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名路人，

还是一名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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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ing A Case

 ■ 德衡贵州法律援助部

    王琳琳

2010 年 8 月 9 日，六枝特区司法局龙尚国局长急

匆匆地走进局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神情凝重地说“龙

场乡林场村一个娃儿被淹死了，安乡长打电话请局里

派人去调解解决纠纷，走吧两位律师？”我和李娜律

师赶紧摸起包随龙局长上车赶往林场村，此时已是下

午三点多。

到了林场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门口已经聚集了

许多人，其中六枝特区法制办陈主任、建设局宋局长、

牛场乡安乡长等领导早已在等候死者家属前来参加调

解。我们向安乡长了解了一下纠纷的详细情况，原来

由于近日来连续降雨，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以下称

建工集团）在林场村附近施工工程的网管管槽积满了

雨水，2010 年 8 月 6 日下午，林场村彭家寨组村民

邓某家 10 岁的孩子邓小某掉进管槽沟溺水身亡。双

方当事人在此之前已经调解多次，由于邓某委托了强

大的代表团（家人、亲属、乡亲们十余人）提出的赔

偿金额高达 35 万，并且拒不让步，而建工集团由于

资金困难，赔偿能力受限，因此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协

议。邓小某的尸体一直未火化下葬，邓某的家人、亲属、

乡亲们多次到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的工地上讨说法要

赔偿，阻碍了工地正常施工。所以今天各级领导同时

到场，希望对邓小某的死亡赔偿纠纷进行现场调解，

使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尽快稳定当事人生活、生产秩

序。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的代表

人已经到场，经了解，他们公司经领导层决定同意赔

偿 13 万。

办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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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工作开始前，我们和各级机关领导做好分工，

我们律师负责依法计算赔偿金额、法理讲解和法制宣

传，降低邓家代表团的期望值；各级机关领导负责做

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的工作，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

们在依法赔偿的金额范围之外给予一定的慰问补偿和

精神损害赔偿，以抚慰受害人家属的精神痛苦。过了

一会邓某及他的家人、亲属、乡亲们来到村委办公室，

见到邓某及其妻子的一霎那，我的心抽搐了，两个人

两眼红肿，还未开口说话已经泪如雨下，邓小某的爷

爷奶奶更是憔悴，一看就是连续几天没合眼了，泪水

一直在眼里打转。此时从小特疼我的爷爷和我非常疼

爱的小侄女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无法想象至亲之人离

去的痛苦，先前觉得他们要 35 万有点过高的想法烟

硝云散，突然觉得即使赔偿他们 100 万也不过分。但

作为律师，以法律为准绳的理性让我尽快调整好心态

静观其变。大家上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一圈坐好，开

始纠纷的调解工作。先由安乡长和龙局长向双方当事

人介绍了一下李娜律师和我的 1+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

者的身份，是代表党中央、司法部到当地进行法律援

助，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并说我们不会站在任

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只站在法律和公正的立场上。

安乡长介绍完后，邓家人用怀疑而又无助的眼神看着

我们俩个穿着和语言都不同的外地人，没有说话，似

乎把我们看作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的说客了。龙局长

让我们首先进行法律分析、依法计算赔偿金额。李律

师满怀同情的说“受害人的父母、祖父母、乡亲们，

首先我为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和同情，

我自己也有小孩，今年才四岁，我离开家一年时间到

六枝来进行法律援助，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想象如

果让我从此再也见不到我可爱的儿子，我将生不如死，

所以我非常能体会到作为家长，你们现在有多么悲痛，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好好生活，当

前最重要的事是尽快处理好赔偿事宜，将邓小某好好

安葬，让她安息，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邓家人及乡亲们听完李律师的话，互递了一下眼神，

似乎放下了对我们两位律师的戒备。

接下来，我们开始依法分析双方当事人在邓小某

溺水身亡一事中的责任。首先，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在其施工管线管槽积满雨水的情况下，未作危险警示，

也未及时采取填平或放置栅栏等安全措施，对邓小某

的死亡负有重要责任；其次，邓小某的父母外出打工，

将年幼的邓小某交由其祖父母看护，而其祖父母未尽

好看护责任，任其到危险的水沟边玩，对邓小某的死

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邓小某是未成年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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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且被发现时已经死亡，法律规定的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住宿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必要的营养费损失不存在，可获赔偿的只有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按照当地农民 09 年年均纯收入三千元、

受诉地六枝特区城镇职工 09 年年月平均工资两千多

元来计算，所获赔偿不过八万元，此前我们了解过当

地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支持的数额最多不超过 3 万元，

即使按 3 万元计算，赔偿总额才十一万元。听完我们

的分析计算，邓家团带头的较有威望的陈姓老乡，不

服气地说“我们养育一娃儿一年怎么也得万数块钱吧，

娃都十岁了，怎么也花了十万多元吧，娃儿以后长大

挣钱了，一年至少挣一万吧，就算活到 50 岁怎么也

得挣 30 万吧，现在这些都打了水漂了，再说父母养

育孩子的辛苦不值钱吗？我们的要求（35 万）一点

不过分。你们说的依法赔偿的数额我知道差不多，但

是我们要的是人情，现在是人道社会，人权社会，对

方是单位，怎么也得让受害人家属觉得公平吧。” 邓

小某的爷爷也哽咽地说“对方根本没有诚意，根本体

会不到我们的痛苦，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孩子出了这事，

你们怎么想嘛？” 安乡长问他们的要求，邓家人还是

一口咬定 35 万，而贵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代表人的回

答是公司领导同意赔付 13 万元，但通过领导的劝说

和施加压力我感觉应该还有上升的空间。此时我认识

到若再不降低邓家人的期望值，让他们真正理解法律

规定的法理精神，本次调解很难有结果。我非常希望

今天在领导的压力下，在建工集团的最大承受范围内，

能让他们得到较大的赔偿，但前提是他们要做出让步，

因为根据此前类似纠纷的调解结果和为了以后类似纠

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领导和责任单位心中都有一

个赔付标准。思考一番后我谨慎而又温和的说：“老

乡，你们的痛苦我非常能理解，你们拉扯一个孩子长

大不容易，但是如果真给你们 35 万你们就能再不痛

苦，就像没发生什么一样吗？你们刚刚说现在是人权、

人道社会，但现在也是法治社会呀，国家法律对未成

年人死亡损害赔偿有明确的规定。你说的赔偿理由也

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国家的赔偿标准是经过几十年的

法律实践及相关部门的调查研究评估得出的，我们国

家的损害赔偿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现有的、明确的、

已经发生的损失，它对于每个中国公民都是平等适用

的。邓小某现在只有 10 岁，农村户口，没有收入，

现在没有依靠她抚养生活的人，她的父母年轻力壮，

都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就不存在误工费和被抚养

人生活费的赔偿了，所以相对于其他有劳动收入、有

需要抚养的家人、又是城镇户口的成年人来说，邓小

某的死亡赔偿相对来说低的多。再者，以我多年来的

从业经验觉得建工集团是有诚意的，他们一次次和你

们调解，并且已经不分双方责任比例全部赔偿你们 13

万，已经证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诚意，如果他们不诚

心解决赔偿问题，完全可以等到走诉讼程序，法院判

决的话会是什么结果相信你们都了解，一审判完他们

我和你——志愿者在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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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某及家人的痛苦表情一直在脑海中萦绕，我发自内

心的希望他们能借助领导的参与，通过调解的方式解

决赔偿问题，以便能拿到更多的赔偿。此时，李律师

正在给家人打电话，嘱咐家人一定要看护好孩子，特

别是今年雨水较多，对于小孩来说不用太大的水洼都

是致命的危险。

第二天下午，我又问龙局长邓小某死亡赔偿调解

的事，听龙局长说邓家人后来又有几次反复，但是最

终还是以 20.8 万元签订赔偿协议书并已履行。听到

这里，一颗压在胸口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这个赔

偿数额从法律规定来看对于建工集团不太公平，但是

建工集团相对于邓家人来说是强大的，扶贫济困救弱

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何况它让邓家失去了一条宝

贵的生命，所以从公平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接受的。

想想虽然那天晚上饿着肚子一直工作到十点多，协议

的达成也不全是自己的功劳，但是我真正体会到了为

社会最基层贫弱百姓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争取权利

的价值所在。通过这次调解工作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当

地百姓的法律认知水平和党政机关在矛盾纠纷化解中

的重大作用，了解了基层工作的复杂与难做，了解了

基层领导日日年年亲临群众矛盾一线的辛苦与伟大，

了解了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肩上的责任之重，我

们要尽快的调整思路，针对当地各类纠纷的具体特点，

调整工作方式，真正实现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

体合法权益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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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诉，只一审二审就要 9 个多月时间，你们能耗得

起吗？今天正好各级领导都来了，领导肯定是站在你

们弱势老百姓一边，希望你们能把握这个机会把事情

解决了。你们能听懂我的解释吗？”邓家人没有言语，

但其中几个人明显的已经低下头在思考，看来我说的

话他们听明白了。这时龙局长、宋局长、安乡长等各

级领导也借机开始了调解劝说，并给建工集团施加压

力。经过一轮的劝说，邓家人已由原来的 35 万降到

30 万，建工集团也已由原来的 13 万上升到 15 万，但

双方的数额还是差距悬殊，此时已是下午七点多，对

于晚饭吃得早的六枝特区人来说已经是饥肠辘辘了。

我们抓住时机建议领导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做工作，

对于邓家人就选择较有威信的陈姓老乡进行轮番劝

说，对建工集团代表人各级领导也轮流上阵进行说教、

施加压力。后来，又经过几轮艰难调解谈判，最终将

双方的争议数额统一到 20.8 万元。建工集团代表人

通过电话请示公司领导做出同意表示，邓家人也默不

作声表示默许了。此时，已到了晚上九点多。我们和

领导商量趁热打铁，彻底解决纠纷，立马起草协议书，

将双方的一致意见进行固定。就在我们起草协议书时，

邓家人悄悄的离开了村委办公室，我们拿着起草好的

协议书，不免又产生失落和担心。但无奈之下只好先

回县城，毕竟此时已是晚上十点了。

回到六枝县城，龙局长带我们简单吃了点饭就各

自回住处休息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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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许多构成因素是可以选择的，大到人生伴

侣、一所心怡的大学，小到一件衣服、一种符合自己

口味的食品，但有一样是任何人都无权选择的，那就

是自己的父母。所以，才会有人说，人与人之间最大

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同样，小柏（化名）也无权选择自己的父母，如

果可以选择，我想，他决不会选择出生在那样的家庭

中。小柏是 1995 年 12 月 23 日出生的。2000 年，在

小柏还不到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犯卖毒品罪被

捕入狱，2001年，小柏的母亲也因犯卖毒品罪被判刑。

父母的相继入狱让小柏和长他一岁的哥哥的生活陷入

困境，要不是外祖父母伸出援助之手，小哥俩就会流

落街头。但年迈的外公外婆能力有限，小柏13岁时，

被迫辍学，走上打工养活自己的道路。

13 岁，本应还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年纪，可

小柏为了能吃饱饭，稚嫩的肩膀过早的挑起人生的重

担。那几年，我不知道小柏具体的生活状态，但其中

的艰辛困顿可想而知。

写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猜到，这又是我的一个受

援助对象。是的，我第一次见到小柏的时候，他已经

是因多次伙同他人持刀抢劫，被关押在六枝特区看守

不 能 选 择

Hard to Choose

 ■ 德衡贵州法律援助部

    李娜

所里的一名犯罪嫌疑人。面对我就案件相关问题的问

讯，铁窗里的小柏一副无所畏惧的神情，直到提及他

的父母，他的脸上才闪过凝重的神情，眼睛里才有委

屈的泪水滑落，他的父母一定是他一生中最不能言说

的痛与耻辱，才会让他那颗因艰难生活过早硬化的心

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丝脆弱。因见过几个成长背景与

小柏很像的未成年罪犯，所以小柏的心情，我感同身

受，我也因小柏内心那些渗血的伤口，心如刀割。每

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法庭辩护阶段，我着重从小柏是未成年人、抢劫

财物价值很小、家庭环境导致小柏价值观的扭曲等几

个角度为其辩护，合议庭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决定

对小柏减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

法庭教育阶段，我对小柏说：“虽然，人生的许

多构成因素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的道路要怎样走，

自己是可以选择的，父母所带给你的那些伤痛，你一

定记忆深刻，你也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背负一样的

伤痛，所以，希望你刑满释放以后，一定远离狱中认

识的那些所谓朋友，必要的话，离开本地到外地去生

活，如若不然，你会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你

的犯罪行为，也会像基因一样，遗传给你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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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两个人的矛盾，也不是几个人的矛盾，而

是两个村组几百人之间的矛盾，牵涉到几百农民的正

常劳动和生活。

由于长时间干旱，饮用水出现严重不足，六枝特

区陇脚乡旧院村民组村民集资十二万元修建管道和蓄

水池，将上游两千米之外龙井水源的一支水质较好的

地下水引到村子来，供本村及其他两个村民组饮用和

灌溉。陇脚乡新寨村组村民组受干旱的影响，加上其

村民现饮用水质不好，不适于饮用，饮用水出现危机，

得知上游的旧院村组从龙井水源引来了质好饮用水，

便前去旧院村商讨引水事宜，结果遭到旧院村民的拒

绝。据新寨村民说旧院村是为了发展瓶装矿泉水产品

所以才不同意将水分给他们饮用。遭到拒绝的新寨村

村民十分不满，就将旧院村民下山经过新寨村组的唯

一必经道路挖断，阻断了旧院村民的出行。被挖断的

道路是 1994 年位于山上的旧院村组与位于山下的新

寨村组经协商并达成口头协议，接着新寨村路口往上

修至旧院村的，当时约定所占用的新寨村组集体的部

分耕地已经补偿，部分耕地未补偿，实属当时约定该

部分不用补偿，但所修道路由旧院村自己负责养护。

旧院村组筹资筹劳修了十几年才将路修通。由于新寨

村民将旧院村民的唯一出行道路挖断，旧院村民气愤

之下就将新寨村原引用其他水源的引水管道砸坏，阻

断了新寨村民现用水源。原本由于嫁女儿、娶媳妇、

亲戚关系和和气气的两个村组，却因为饮用水的纠纷

大动干戈。

陇脚乡人民政府多次组织调解，均未平息两村的

纠纷和怨恨。只好请司法局领导出面，希望能化解两

个村组的矛盾，也为农村饮用水施工工程营造良好的

一场因水引发的矛盾
A contradiction due to the water

环境。于是，我和李娜律师便随六枝司法局龙尚国局

长一同参与了两个村组村民间的调解工作。调解现场

秩序还算好，虽然有几个借酒耍脾气的村民，但均被

逐出调解现场，剩下的均是两村组较有威望的人。龙

局长首先介绍了我和李娜律师的志愿律师身份，并让

两个村组的村民代表逐一发表想法和要求，我们当好

听众，作好记录。

旧院村组村民代表说，从龙井水源引水花费了他

们村民集资的十几万元，他们自己费财费力引来的

水，应属于他们村集体所有，他们有权不分给新寨村，

且所引来的水供本村还有另外两个村组饮用和灌溉，

已是非常紧张，实在没有多余的水分给新寨村组。    

新寨村组村民代表说，旧院村组有其他的灌溉水源，

但是旧院村组宁愿用优质的饮用水来灌溉，也不愿将

水分给他们饮用，这让他们十分恼怒。再说，所挖断

的路是新寨村组村民自己筹资筹劳修建的，归新寨村

所有，他们有权将自己的公路阻断或开通。

我和你——志愿者在贵州

 ■ 德衡贵州法律援助部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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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各持己见，均要求对方先做让步。新寨村要

求旧院村先提供饮用水，才会恢复开通旧院村出行的

必经道路；旧院村要求新寨村先恢复道路交通，并且

给予引水相应的成本补偿，才会同意提供饮用水。    

我们根据了解的情况和现场村民代表的心态，采取了

不偏不倚的调解策略。我们分别指出了两个村组村民

行为的违法性：第一，旧院村未经许可自己集资引水

就认为所引水是自己集体所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由于六枝特区对农村饮用水的供应及工程施工没有相

关管理办法，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规定，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国家对

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开发、

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者，

饮用水的水质和工程质量等均关系每位饮水人的身体

健康，供水工程必须要由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通过许

可程序依法检测、勘查、设计和施工建设。第二，新

寨村擅自挖断村道，阻碍交通的行为也是违法，根据

《公路法》《贵州省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办法》规定，

公路，包括乡路、村路受国家保护 ,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破坏 ､ 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 ､ 公路用地及公路

附属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

违者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 可以处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最后，龙局长明确表态施压，若通过

调解解决不了两村组的矛盾，就对违法行为的组织者、

实施者进行罚款、拘留等治安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

事赔偿责任。

另外，通过与乡镇人民政府领导沟通了解到，为

了解决长期干旱引起的当地农村农民饮用水缺乏的困

难，省、县各级人民政府已充分重视农村饮用水供给

与工程施工问题，乡政府也正在联络县水利局进行勘

察、设计并很快进行动工。我们将这一好消息及时的

讲解给村民听，很快各村村民都会有安全质好充足的

饮用水，但是各村村民必须为供水工程的全过程提供

良好的施工环境，至于旧院村已经修建的引水管道和

蓄水池以及相应的投资，会有乡政府会同相关部门检

测后给予相应的补偿。村民们听到这一好消息，纷纷

露出喜悦，原来紧张的气氛也有所放松，只是对水利

局的施工时间抱有怀疑，乡政府的领导们表示只要新

寨村组尽快恢复道路交通，旧院村组暂时将饮用水提

供给新寨村组，两个村组和和气气，共同为供水工程

提供良好的施工环境，三两天内会尽快请水利局的人

员来勘查、设计并尽快动工，早日让各村村民饮用上

放心水。

最后，新寨村民同意第二天在乡政府领导的带领

下将挖断的道路恢复交通，保证旧院村民出行畅通，

旧院村民也答应新寨村民去引水，暂缓饮用水危机。

到此，两个村组间僵持几个月的饮用水纠纷彻底画上

了句号，陇脚乡政府的领导们对龙局长和我们两位志

愿律师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后来听说县水利局的工作

人员也很快到当地进行了勘查，饮用水工程正按部就

班的进行中。

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农村群众家家户户都用上了

一户一表的自来水，并且各地均出台了关于农村饮用

水供水及施工的相关管理办法，但在西部欠发达地区，

农村饮用水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还需

有关政府部门加快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快解决当

地农村饮用水水源不足、水源地管理保护力度不够、

供水设施建设滞后、管网漏失严重等问题。

我和你——志愿者在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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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抛弃，不放弃
 ———维护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文 /张景盛

2008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2 时许，在胶南市珠山路

145 号“宝丽来”美发厅内，邹某因琐事与陈某某发

生争执并厮打。厮打中，邹某持单刃刀朝被害人陈某

某头部、胸部等处猛捅二十余刀，住在隔壁房间的陈

某某之女梅某某闻讯赶来并呼救，邹某又持单刃刀朝

梅某某身体乱捅四十余刀，造成陈某某死亡，梅某某

轻伤。邹某作案后逃离现场，不久便被胶南市巡逻队

员抓获。

从邹某的上诉书中，笔者初步了解到邹某为何在

深夜凶残地朝与其将同处一室的母女俩猛刺共计六十

余刀的原因。邹某以帮人打渔为生，与陈某某认识仅

半年，2008 年 10 月陈某某告诉邹某她已和前夫离婚

并准备与邹某订婚，邹某便带着他近年来打工挣的所

有收入 2 万多元从威海石岛来到青岛胶南市，与陈某

某及女儿吃住在一起。到 2008 年 12 月底邹某带来的

2万元钱已经被花光了，陈某某告诉邹某要离开邹某，

并且说她并没有离婚。邹某感觉到陈某某欺骗了他的

感情，也欺骗了他所有的钱，便发生了上面惨烈的一幕。

2009 年夏天，在事发半年之后，被告人邹某因故意杀

人罪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邹某听完判决内容后立即提出：我不服，我要上诉！

之后，只有小学文化的邹某在看守所中艰难地写了一份上

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时，由于邹

某没有委托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依法指定笔

者作为邹某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指派后，笔者办理相关手续后立即前往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查阅本案卷宗，通过详细阅卷并且看到了邹某

亲笔书写的上诉状，笔者对于该案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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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老 邸
———写一个人，还是一件事？

文 /杜祖乐

2007 年 5 月 19 日的那个清晨，她和丈夫沿 308

国道去抚顺路市场批发货物时，搭乘的那辆三轮车与

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相撞，丈夫受伤严重，一直昏迷。

事故认定结果为老邸和丈夫不负事故责任，主次责任

被三轮车司机和轿车司机次分别领走。事后三轮车司

机便销声匿迹，轿车司机也在垫付了一万多元医疗费

之后就表示无能为力了。老邸只好把市场摊位退掉了，

带着自己智障的儿子日夜守护者昏迷的丈夫。八个多

月之后，丈夫最终还是离开了她。她说，她已人财两空，

债台高筑。

诉讼是在她丈夫离开她们之前就已提起，她对一

审的结果极不满意。她想到了上诉，但是高额的诉讼

费和律师费让她却步。最后，她求助于市法律援助中

心。“没想到，我一个‘青漂’也能得到援助。”（她

模仿“北漂”，以“青漂”自居）第二天，当我告诉

她二审法院已同意免缴诉讼费时，她睁大的眼里，泪

水倾泻而下，她的无助让她已近溃塌的崖边。

接下来的日子，调取证据、查阅卷宗、商谈代理

方案以及准备庭审文书几乎成了每天的第一课。因为

这是我代理的第一起诉讼援助案件，所以像迎接大考

“那么好的人，说没就没了。”她坐在我的对面，紧锁眉头，

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像是喃喃自语。

谁都知道，那场突来的车祸，彻底撞碎了老邸的生活梦

想和心底希望。接手案件时，已是二审，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

做接待笔录时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老邸把相

关案情连贯地告诉我，---- 谈话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中间常常

被她交替的悲伤和莫名的激动打断。第一次接待她，除了聆听，

耐心是必需的。“如果那天不那么早去进货，就不会有这次意

外了。”随后，眼泪接过话头，她把自己深深埋入当天的记忆里。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杜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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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2009 年 6 月，刚刚年满 20 周岁的徐某被一审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及侮辱尸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历经 9 个月的等待，

2010 年 3 月，二审法院将其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徐某接到判决时嚎啕大哭并给法律援助律师下跪表示感

谢，法律援助律师的敬业和执着拯救了他的生命。

法律援助不辱使命 

●岁末血案

2009 年新年前夕，徐某与被害人张某结伴来青岛

购物。二人平时一向亲密，徐某更是与张某以“干兄妹”

相称。此次青岛之行，以徐某名义在旅馆登记了一个

房间。第一个夜晚，徐某在网吧度过，悲剧就发生在

到青岛的第二个晚上，也就是新年前夜。两人在同一

房间休息，一场变故后，张某却再也无法看到新年阳

光，而徐某则在新年第一缕阳关普照大地前匆匆畏罪

潜逃，并一度割脉自尽，但未果。

新年前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徐某铤而

走险，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又是什么导致张某惨遭

“干哥哥”的毒手？

公诉机关指控“两人在房间内为琐事发生争执，

期间，徐某携带水泥砖块返还房间，持砖块击打被害

人头部并扼压其颈部，致被害人窒息死亡，后侮辱尸

体”。一审法院认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某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侮辱尸体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一

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以“被害人有过错”、“侮

辱尸体罪不成立”等理由提起上诉，期待着二审法院

查清案件事实。

●勘查疑点

受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我们作为徐某的二

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律师立即到二审法院阅取了

全部案卷材料。详细研究案卷以后，律师又到了案发

地点进行了查勘，对于案发旅馆的房间的位置及房间

的隔音效果有了直观的印象，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有

针对性地会见徐某，徐某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无异议，

但是对侮辱尸体罪辩称两人自愿发生性关系在前，由

于被害人张某据此对徐某索要大额钱款并以此进行威

胁，一时气愤，徐某才做下了令其追悔莫及的犯罪之举。

文 /毛洪涛  姜保良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毛洪涛

姜保良

24 风华——法律援助特刊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为更快、更好的完成此项法律援助任务，早日帮

助职工拿回被拖欠的工资，协助市相关部门解决好

潜在的社会矛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所

成立了法律援助专项小组，由所副主任毛洪涛律师

带头，带领所内律师人员为该案提供法律援助和代

理仲裁。笔者也有幸成为这个案件的主办律师之一。

现在有四个难点摆在我们面前：

难点一：如何最快的利用程序。职工们的工资被

拖欠，有的已长达一年之久，且不少家庭夫妻双方

均为被诉人的职工，在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下，其生

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不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

个问题，必将会引发社会问题。

难点二：举证难，本案职工人数众多，且仍有部

分职工尚未联系到，我们要落实每一位职工被拖欠

工资、社会保险的确切数额，同时要对申诉人的基

本信息进行核实，以防止已离、退职工或者非青联

企业职工出现在申诉人名单中。

难点三：本案属于集体诉讼，要保证程序的合法性。

我们将以什么方式代理，具体程序和步骤是如何，职

工授权代表人应为诉讼程序还是包含申请保全、执行

程序都尚待确定。

难点四：目前青岛市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对涉及

速战速决、赢得诉讼
        ———青联公司职工法律援助纪实     

文 /李 洁

2006 年 12 月 8 日，德衡所会议室，参会人员均面色凝重，

认真聆听着团队负责人毛律师对案件进行分析部署。每人

手中只有两三页纸，心里却是沉甸甸的。青岛青联股份有

限公司，曾经是这个城市的骄傲，它是青岛市国有大中型

骨干企业，其肉制品曾经是全市市民餐桌上必备的佳肴，

是青岛市唯一注册的“放心肉”品牌，现在却由于经营不

善濒临倒闭。我们即将代理的案件系由青岛市法律援助中

心指派，申诉人为青联公司的职工代表，他们已有数月未

拿到自己的酬劳，生活的窘迫逼使他们只得拿起法律的武

器向曾经引以为荣的单位维护自身的权利。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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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2002 年 8 月 7 日，从外

地来青打工的公茂军在青岛市沙子口鹏程施工队工

地上像往常一样卖力干活。而灾难却在没有任何预

兆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了：沉重的翻斗突然掉下，将

公茂军的腰生生砸断了。

事故发生后，公茂军被送到青岛市骨伤医院进行

抢救。公茂军所在的鹏程施工队表示愿为其支付医

疗费，但在先后支付了 6 万多元医疗费之后就再坚

决不肯再出钱了。公茂军一家五口，父母都是普通

农民，爷爷老年多病，家里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无疑对公茂军一家来说是雪上加

霜，使他们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

无奈之下，公茂军的母亲来到青岛市法律援助中

心，法律援助中心立即将该案指派给山东德衡律师

事务所 ( 现为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德衡律师在接

受委托后当即赶到事发地点调查取证，并就本案事

实结合中国对于工伤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向青岛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认定

为工伤，最终青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可了承办

 心连心——德衡法援故事手拉手

律师的观点，认定公茂军系工伤。而作为工程队却

不愿承担这高额的赔偿金，于是提起诉讼坚持认为

公茂军不是工伤，德衡律师再次接受委托代理了该

案的行政诉讼一、二审程序。

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援助律师决定在行政

诉讼判决后，立即代理公茂军向青岛市崂山区劳动

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医

疗费用及部分后续治疗费。在律师的多方努力下，

开庭后没过几天，青岛市崂山区劳动社会保障局就

部分裁定鹏程施工队先支付公茂军部分医疗费 2.8

万元。然而困难远比想象中的要多的多，案子虽然

打赢了，对方却拒不履行生效裁决，无奈之下，律

师只得代理公茂军向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而此时原来的老板早已将施工队注销，经

律师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老板张

某某，并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与张某某达成和解协

议，对方同意先行给付1万余元，剩余部分按月支付。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我们德衡 14 位律师受青岛

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代理了 8 起的法律援助案件，

这一系列案件的委托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公茂军。公茂军

作为一个外地来青打工的务工人员，在青岛某工程施工过

程受伤，他遭遇了不幸，但他也是幸运的，德衡律师无私

的帮助使他感受到社会温暖，并带给他希望。

外来务工受重伤  德衡律师齐援助

贾树学

李刚
韩静

（参与本案办理的部分律师有：韩静 李刚 贾树学  蒋伟  
高晓洁  谢钰鑫     本文由高晓洁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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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志愿者在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