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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南司法行政工作踏歌而行。全省司法行政干警职工和全体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忠诚和担当维护着三
湘大地的和谐稳定，用梦想和法治之笔绘出平安三湘的美好盛景，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师、司
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在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
基层法律服务队伍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工作力量。
有人说，如今的基层特别是农村遇到纠纷，不是喊“打”而是找“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离不开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本期起，本报特别开辟“基层法律服务在身边”专栏，用一个个精彩故事，展现湖
南司法行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亮点。

基层法律服务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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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共有 518 个基层法律
服务所，
3337 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2018 年
共代理诉讼事务 4.2 万余件，代理非诉讼
各类劳动纠纷、家庭纠纷、工伤等事项 4.3

万余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8.6 亿元。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剪辑：周纯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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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视频，
了解吴吉华
日常工作

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言”

为什么尘肺病人会来找吴吉华求助？
这个故事还得从 20 年前说起。
1999 年，刚专科毕业的吴吉华面临
一个重要选择——作为法律专业的毕业
生，他可以继续深造，选择成为一名有
执照的律师。然而，当时我国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刚刚起步，在广大农村却找不
到一名律师。
“我想回农村老家，把学到的法律知
识普及给乡亲。”吴吉华说，当时的村民
并不知道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做什么
的，但凡有纠纷都会先去村委会闹上一
番。为了改变现状，他走家串户，带着一
个小本子，随时记录村民纠纷，为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代言”。

2

对吴吉华来说，2012 年是工作的一
个转折点。清塘铺镇是一个矿产丰富的
镇，大部 分村民都以采矿谋 生，因此，
不少人也患上了职业病——尘肺病。
吴吉华最初接触尘 肺病患者，源于
2012 年大 爱清尘公益基 金会 到清塘 铺
镇进行公益宣讲。
“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
病。”吴吉华说，虽然一直在清塘铺镇生
活，但是对于尘肺病和尘肺病人知之甚
少，一直到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进行公
益宣讲，他才知道这个群体很值得关注。
吴吉华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
他加入基金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村民家
里询问附近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尘肺病人，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廖长青。

帮扶尘肺病人的 7 年时光

52 岁的廖长青曾是当地的一名煤矿
工人，有 11 年尘肺病史。由于煤矿倒闭，
无法拿到原单位工伤鉴定认证的他只能靠
儿子赡养，光是医药费每月都得数千元。
随着和廖长青等人的交往越来越深，
2014 年，吴吉华结识了清塘铺镇一个庞
大的维权群体——尘肺病患者，他们的
情况和廖长青差不多，都是因为拿不到
工伤鉴定所以无法获得赔偿，再加上家
境贫困，所以他们经常“抱团上访”。
然而，“抱团”的村民中也存在一些
人“浑水摸鱼”。“有些人断章取义地理
解法律条文，企图得到政府补贴。”吴
吉华解释，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
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可以向地方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
的救助，“但不是所有人都符合救助标
准，比如曾享受过用人单位一次性政策
补偿待遇的职工。”
“聚众上访，而且还越级上访，肯定
是不合规矩的。”2015 年，正式成为镇
政府法律顾问的吴吉华为了规避非法上
访的风险，想了不少方法。最终，他采
取“逐个突破”的方法，挨个解释相关
法律规定。遇上一些真正困难的家庭，
他通过自己“志愿者”的身份联系大爱
清尘等公益基金会，为患者家庭解决基
本的药物和生活用品。另外，他还到处
走访，为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申请助学
金，最多的一年，他曾联系企业为孩子
们捐助 50 多万元。

3

为“没有律师的农村”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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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普法宣讲接地气入民心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规避风险，更
多的是解决基层矛盾。”吴吉华说。
2018 年 8 月，清塘铺镇法律服务所
门口站了 15 名农民工——他们在江西省
萍乡市莲花县的一家煤矿工作，因怀疑
自己患上了职业病，希望通过法律途径
维权。
吴吉华了解情况后，将 15 名农民工
带到益阳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进行体
检。经检查，他们均患有不同等级的尘
肺病。
“虽然已经跨省了，但我觉得这个公
道必须得讨回来。
”吴吉华说，刚到江西，
他就感觉到“将有一场硬仗要打”
，
“这些
农民工并没有和煤矿签订用工合同，而煤
矿也不承认我们提供的职业病诊断”
。
拿不到煤矿的盖章，就无法申请工
伤赔偿，该怎么办呢？
为了帮助农民工确认与煤矿的用工
关系，吴吉华向相关部门投诉未果后，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吴
吉华除了维护尘肺病人的合法权益外，
他还将维护群众基本权益和向群众进
行普法宣传当作工作的基本职责。
2018 年 8 月，清塘铺镇栗山坳村村
民吴建山向吴吉华求助。
“2018 年 2 月，他骑着摩托车被一
辆小车给撞了。”吴吉华说，吴建山是
一名残疾人，同时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车祸导致吴建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花了 15000 余元。经安化县交通警察大
队事故认定，小车车主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但对方在多次协商中拒绝赔付。
吴吉华了解到，小车车主买了保险，
本该由保险公司赔偿受害者。于是，他
指导吴建山向法院起诉事故车主和保险
公司，帮助吴建山拿到了应有的赔偿。
事后，吴建山送了一面锦旗给吴吉华，
上面写着 ：
“法律援助·无私服务”。
3 月 21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在吴吉华的书柜里看到，一堆法律书
籍中，一摞厚厚的“荣誉证书”格外

选择了向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可没想到，法院虽然受理了，但每
一次开庭都只针对一个人。尽管繁琐，
但吴吉华没有畏难。在 2018 年 9 月到 12
月的 3 个月时间里，他自掏腰包在湖南
和江西之间来回奔波 11 次，陪同当次
开庭涉及到的农民工出庭。功夫不负有
心人，他最终帮助 15 名农民工确定了
和煤矿的用工关系。
吴吉华解释，尘肺病人的维权一般
要经历“确定劳动合同关系”
“职业病
鉴定”和“商讨赔偿方式”三个步骤，
如果任意一方对赔偿方式不满意，还要
提起劳动仲裁，仲裁之后才能最终完结。
“我们马上要开始第二项职业病鉴
定的过程。”吴吉华说，如今，他公益
帮助了 3000 多名尘肺病患者，并为 100
多名患者成功维权，连续多次被安化县
和益阳市评为“法律服务先进个人”。

引人注目，而其中有一张聘书很不一
样，上面写道：
“安化县清塘铺镇法律服务所吴吉华
主任：经沙坪村老年科技文体协会研究
决定，聘请您为我协会法律顾问——沙
坪村老年科技文体协会”
。

“这是我在沙坪村为他们普及《婚
姻法》的时候，他们觉得我讲得通俗易
懂，而且非常实用，所以聘请我为法律
顾问。”吴吉华笑着说，目前，他不仅
仅是清塘铺镇政府的法律顾问，同时还
是清塘铺镇的人大代表和党代表。

心系群众，做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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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中国驻英大使馆中文教师，如今专职当外婆

这份“外婆的礼物”为何少见

事务近万件，调解纠纷 1.8 万余件，办理

吴吉华：与 3000 名尘肺病人的七年

3 月 21 日下午，原本晴朗的天突
然变了脸，大雨倾盆，风吹得门窗呼
呼作响。见状，正整理法律文书的吴
吉华赶紧去内屋关窗，可刚一转身，
他所执业的法律服务所便进来了一位
大声喘气的村民，显得非常着急——
吴吉华认得，对方是清塘铺镇鱼水村
村民廖长青，也是一名尘肺病人。
吴吉华赶紧去房里拿出一个取暖
用的“小太阳”，烧上一壶热茶，递到
廖长青手中：“别急，有什么需要帮忙
的，您慢慢说！”
39 岁的吴吉华是益阳市安化县清
塘铺镇法律服务所主任，也是一名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自 1999 年执业
至今，20 年时间，他受理法律咨询数
万次，代写法律文书 3000 多份，承
办各类案件 160 余起， 并获评 2018
年度湖南省“新时代最美法律援助人”。

2019年4月11日 本版编辑／刘立稳 首席视觉设计师／潘晶慧
E－mail：liulw@fengone.com

胡赛玲（益阳市司法局基层管理科科长）
以往，总有村民抱怨“找律师难、打官司难”，而吴吉华这样的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正弥补了农村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缺陷。
吴吉华作为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扎根一线，积极组织开展法治宣传，为
人民群众依法维权，为当地党委政府排忧解难，把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了
法律的尊严，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目前，益阳市有基层法律服务所 44 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313 名，2018 年
共代理各类诉讼案件 1900 余件，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4500 余件，为当事人避免
和挽回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送给外孙们的成人礼
4 月 4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
赵香岚家里时，她已经收 拾好了行李，
第二天就准备飞去法国。她说，这么多
年来，她和老伴儿每年都会去法国待一
段时间，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幸福、快
乐的时光。
“我从 来不觉得带孙辈是件辛苦的
事，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特别开心，像
是自己也多过了一个童年一样。”赵香岚
三个可爱的外孙包括中国孩子虎子和混
血兄妹龙龙、小玉。在陪伴三个孩子长
大的过程中，赵香岚似乎一直很有“表
达欲”，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用四本书从
不同角度来记录他们的成长。
现在除了小玉，其他两个外孙都已
成人。在法国时，赵香岚逐渐知晓了成
人礼对孩子的重要性，便也想入乡随俗，
给外孙们送个成人礼物，这便是《外婆
的礼物》这个名字的由来。
“当时有人建议我，把‘中法儿童快
乐成长的故事’作为书的主标题，
‘外婆
的礼物’作为副标题，说这样会更受读
者欢迎。但我想，这就是我作为外婆送
给孩子们的礼物，所以不能改变初衷。”
书的封面是已长大的三个外孙，封底是
他们仨小时候的照片，从牙牙学语的孩
童变成少年，
“他们一点一滴的成长轨迹
都在我的笔下”。
给孩子们写一本书这个决定，女儿
们都很支持，为此两个女儿还给母亲作
了后序。为了写这本书，从去年春节开
始，赵香岚脑子里转的几乎都是三个孩
子。她把书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虎子，
其二是龙龙和小玉，同时又给外孙们分
别写了寄语。
虎子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学习生活
环境从北京、伦敦再到悉尼，九岁起就
成了小小留学生。因此他从小学会了自己
做饭，自己管理自己，现在已经以优异
的成绩就读于悉尼大学；龙龙爱好广泛，
会说四种语言，有责任敢担当；年纪最
小的小玉曾在 13 岁那年独自从巴黎飞到
长沙，性格自强自立，有很多潜质。在
赵香岚的书里，三个外孙“各有各的特长，
都是我的骄傲”。
这次去法国，赵香岚也带上了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依然在坚持写作。她告诉
记者，这是她的第四台笔记本电脑，
“我
开始用电脑写作，还是受了《今日女报》
一个编辑的影响，当时我们还处于手写
的年代，但我看他开始用电脑，觉得这
是一种必然趋势，于是，就逼着自己学
会用电脑写作。”

“数星星”长大的两代人
当妈妈和当外婆有什么不同？赵香岚
笑着说 ：
“当妈妈的时候，对孩子的要求
很高，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地变得
优秀；当了外婆之后，因为看了几辈人成
长，觉得孩子的优缺点都是可爱的，只
希望他们开心快乐就行。”但尽管如此，
赵香岚仍坚持一个两代人都不变的教育
传统：数星星。
在两个女儿小时候，赵香岚常在墙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这是一本朴实的书，就如同它
的名字：《外婆的礼物》。
这又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就
如同它的作者赵香岚，既是一个要
料理各种琐事的“中国外婆”，又
是一个极有思想的“资深教育工作
者”。
“中国外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
的？这得从赵香岚的家庭说起。
今年 76 岁的赵香岚退休前是
长沙楚怡学校的老师，曾任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儿童中文班教师。她的
两个女儿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外交
部工作。退休后，照顾外孙就成了
她的新“工作”，于是，她就像一
只候鸟一样频繁地在长沙、北京、
巴黎、伦敦、悉尼之间飞来飞去。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中法两国三个
外孙各具特点的成长经历和接受教
育的经验引起了她的反思。36 万
字的《外婆的礼物》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中诞生的，而在此前，她还出
版过《我在法国当外婆》《欧陆风
故土情》《爱是一生的功课》。用评
论界的话说，虽然中国外婆赵香岚
所记录的是一蔬一食的生命日常，
但反映的却是异质文化下儿童成长
的困惑与问题，不仅仅关乎家庭、
关乎教育、也关乎文化。因此，国
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赞誉：
“《外婆的礼物》是一部少见的有思
想，有情怀，有爱心，有童心，身
体力行，知行合一，有理论有实践，
有激情有理性，有诗意有趣味的优
秀作品。”
新书出版后，赵香岚自费送了
三百本给长沙的几所小学。她说，
自己写作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
让有不同理念的人沟通交流。从这
个角度上说，外婆已不只是书中三
个孩子的外婆，更是每个有教育需
求的家庭不可多得的“外婆”。那
么，不妨跟随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一起来慢慢打开这份“外婆的礼物”
吧。

回长沙，赵香岚摆出了果
盘，小女儿拿起一个苹果，
笑着问她 ：
“妈妈，这个苹
果不是最大的吧？”她非
常震惊 ：
“就这么一句话，
孩子都可以记得这么久。”
她说，孩子们都有向上的
心理，一句不合适的批评
会在孩子内心扎根，与其
批评，不如表扬。
赵香岚不愧是一个资
深教育工作者，哪怕是一
个小小的细节，都能让她
“中国外婆”赵香岚 做深入的教育思考。所以
她的书里除了看似琐碎的
上画表格，每天晚上都会问女儿们 ：
“今
记录，更有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反思与担
天你们帮助谁了吗？看了书吗？帮忙扫
当，比如，为什么北京的外孙放不下沉
地或者帮忙叠衣服了吗？”然后女儿们
重的学业，
而巴黎的孩子一直轻松快乐？
相继举起小手，
“我扫地了！”
“我叠衣
指向选拔的功利教育与指向生命的审美
服了！”赵香岚会根据两个女儿的叙述，
教育，其本质区别在哪儿……这些都是
在小格子里画上小扫把或者小衣服，周
她所思考的问题。
末总结一次，给表现好的女儿一颗星星。
一个月后再评分，星星多的女儿就能到
尊重家庭里不同的教育理念
书店里买一本喜欢的书。
和外孙们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赵香
“她们都觉得很有趣，总想着多拿
岚会不会和女儿女婿们的教育观念产生
星星。”赵香岚回忆，当两个女儿表现
冲突？记者带着这个疑问翻阅了这本
《外
差不多时，她也会给星星少的女儿也买
婆的礼物》，在小女儿写的序里发现了她
一本书。
形容母亲的一句话 ：
“为人祖母，她万
这样一种“数星星”的方式现在又
般柔情，却又把握爱的权限，不干涉孩
延续到了孙辈们这一代上。
子父母之履职。”
在巴黎，吃完晚饭的小玉常常会勾
赵香岚说，在女儿女婿教育孩子时，
着赵香岚的脖子 ：
“姥姥，我今天可以得
即使有她不认同的地方，她也不会当着
到一个大星星！”赵香岚会反问 ：
“你做
孩子的面提出来，而是在 过 后提醒 他
了什么事可以得到星星呢？”
“你在书房
们，这句话 说重了，那句话 说得不对。
写东西我没有去吵你”
“吃饭的时候我
给哥哥倒了饮料”
“我帮忙摆好了拖鞋” 对于不同的育儿 理 念，她更不会横加
干涉。
……这都是小玉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星星
龙龙还没满月时，女儿的婆婆说要
的理由。
把他推到院子里晒太阳，这在中国人看
在赵香岚的记忆里，龙龙曾经因为
能得到三 颗 星 星而惶 恐。
“那天晚 上， 来是不妥的，赵香岚确实也不赞成。但
“没事，
我说他可以得到三颗星星，他却说不行， 女儿的一句话就让她茅塞顿开 ：
法国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她便没有反
怎么能得到三颗星星那么多呢？”赵香
对。
岚逐一给龙龙解释 ：
“第一，你今天自己
有一次，龙龙没有来得及拿纸，朝
洗了澡，还把浴室收拾得井井有条；第
着地板打了一个喷嚏，女婿很严肃地要
二，今天妈妈没有回来，你像大哥哥一
求他立刻拖地。
“我当时觉得，这是不
样照顾妹妹。”还没等说到第三，龙龙
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但后来一想，法国
就摆摆手 ：
“那第三颗星星就留着给虎
人 跟我们的观 念不一样，还是要尊重
子哥哥吧！”赵香岚表扬他 ：
“你还能想
他。”所以这么多年，赵香岚没有因为
到别人，这三颗星星都是你的啦！”
教育观念和女儿女婿起过任何冲突。
在赵香岚看来，
“数星星”的教育方
而在和外孙们相处的过程中，赵香
法能让孩子认识自己、约束自己，也能
“小玉有一次要送
让孩子了解、体谅他人。而在生活中， 岚也有了意外收获。
一本书给朋友作
礼物，我问她可
不可
她实行的也是表扬式的教育。为什么喜
以翻开看 看，并 保证我绝 对不会把书
欢表扬？她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弄脏弄 破。她却说 不行，因为我翻了
“我在北京的小女儿今年已经 48 岁
之 后就 不是 新书了，新书才 能 送 给朋
了，在她四年级时，有一次她爸爸单位
友。”这样有原则的小玉让赵香岚很钦
分了橘子，这在当时是个稀罕事。”赵香
佩。
“在陪虎子学游泳时，我也学会了
岚回忆，当时，她把橘子摆了盘，最大
游泳，包括打乒 乓球也是在 退休后学
的橘子放在了最上面。下班回来，却发
会的”。
现大橘子不见了，大女儿说好像是妹妹
“不要觉得退休了，生活就黯淡了。”
拿走了。当小女儿放学回来后，赵香岚
对于现在正在带孙子的祖辈，赵香岚也
批评她自私，说她以后工作了都会被同
有话要说 ：
“不能满足于当保姆型的外
事领导讨厌。结果小女儿委屈地从口袋
公外婆、爷爷奶奶，而是要和孩子一起
里掏出橘子 ：
“妈妈我没吃，我只是拿
观察生命的状态，以你的经验给孩子们
去跟同学们显摆了一下。”
以启发性的东西。”
时隔多年，已经参加工作的小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