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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万法律明白人给商水带来了什么
2013年11月20日上午，少有的好天气。62岁

的朱莲英抱着孙子在村口的超市外，一边晒着冬
日暖和得让人慵懒的太阳，一边听同村的几个能
人张家长李家短地聊着天。

“他们都是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听他们讲咋调
解矛盾还怪好嘞，不听不知道原来老头儿打媳妇
这事儿也违法，儿子不给母亲养老也违法，能去法
院讨说法，原来法律有恁多道道，回头我学学也加
入，懂法是个光彩事儿。”

朱莲英所在的商水县城关乡大刘村有几十名
法律明白人，而整个商水县农村活跃着近 5 万名
法律明白人。

商水县启动农村法律明白人工程是 2012
年。当时商水县司法局在“六五”普法的背景下，
细致调研，探索农村普法工作的突破口，制订出

《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实施方案》，打造县、乡、村、
村民组四级普法、依法治理网络。他们从每个村
选出一批文化素质相对较高、道德品质大家认可
的村民，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担任农村集法制宣传
员、矛盾调解员、法治信息员、法援联络员于一身
的法律明白人骨干，他们一面自己学习，一面将所
学法律以最家常的方式进行点对点的传播，扩大
法律明白人队伍，至今该县农村已有近 5 万名法
律明白人，成为农村普法和依法治村的坚实基础。

“我们虽然经过了 20 多年的法制宣传教育，
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是农村法
制宣传教育的效果仍不容乐观。农村矛盾纠纷居
高不下，农民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知道采取
何种方式维权，暴露出我们在农村法制宣传教育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启动了法律明白人教育培
训工程，并逐步建立起了四级普法依法治理网
络。”商水县司法局局长刘启领说。

商水县所谓四级普法、依法治理网络是指县
级法制宣传教育中心、乡级法制辅导站、村级法制
学校和法律明白人活动室。

其中，县级法制宣传教育中心由县依法治县
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县依法治县工作领导
小组48个成员单位，各抽调一名法制业务骨干，充
实到县法制宣传教育中心；乡级法制辅导站由乡综
治办具体负责，组建由司法所长、派出所长、法庭庭
长、大学生村官、人民调解员等人员参加的乡法制
辅导站普法骨干队伍，确保每个村级法制学校有一
名普法教员；村级法制学校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
领导下，由村调委会具体负责村法制学校工作。
选配好村法律明白人骨干、人民调解员、调解信息
员、法律援助联络员和法律明白人活动室；法律明
白人活动室则是按照就近、便民的原则，选择人员
经常出入聚集的地方，以村民组或楼院为单元组

建，选配4-6名法律明白人骨干，有村“两委”班子
成员、法律顾问、法律援助联络员、人民调解员、调
解信息员联系法律明白人活动室，把法律明白人
活动室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法律宣传室、法律援
助室、矫正帮教室、律师公证服务室、心理疏导室、
文化娱乐室、卫生服务室、农家购物室。

这四级网络自上而下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
法制宣教教育梯次。县法制宣传教育中心为乡
镇法制辅导站培养普法骨干；乡法制辅导站为
村法制学校培育普法教员；村法制学校为每个
法律明白人活动室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每个法
律明白人骨干带动 10-15 户农民学法用法，成为
法律明白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普法工作者，每
一个呼声都有普法工作者倾听，每一项普法任务
都有人落实，满足社会对普法多层次、多方面、多
样化的需求，推动农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商水县城关乡大刘村村支书郭奎说：“法律明
白人给俺村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原来，村里谁家
的猪跑别人地里拱地，会被人弄死，现在可没这样
的事儿了。原来因为地边子房檐子吵架的甚至打
架很常见，现在少了，因为慢慢都懂法了。即使有
纠纷苗头，法律明白人两头儿一说就消气了。村
里人都想做个明白人儿！”

与城关乡大刘村第五村民组朱莲
英同在一村民组的 58 岁的刘始亮，因
为读书多、懂道理、人缘好，很受村里人
敬重，成为村里的第一拨儿法律明白人
骨干。他对自己成为“明白人儿”十分
看重。

他说：“这事儿不错，乡法制辅导
站和村里时常给俺上法制课，俺慢慢
会得多了，调解事儿调解得更好了，村
里人对俺看得更高了。”

按照法律明白人选拔的原则，按
农村自然居住区域，以就近方便为原
则，每 2 户确定一位农村法律明白人。

村里再从法律明白人中为每个法律明
白人活动室挑选4至6名具有一定文化
水平、道德水准、说理能力、热爱公益事
业、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的人作为法律明
白人骨干来培养，并登记造册，建立人
才库，定期不定期参加乡县村业务培
训，利用农闲、传统节日，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方法学习和宣传法律，由法律明
白人骨干带动本村民组或社区的法律
明白人学法、用法。

“其实村里头也没啥了不起的大事
儿，都是邻里、亲戚的锅碰勺子、勺子碰
锅的事儿。俺村有两家地是挨着的，麦

也长在了一起，每次一到收麦就容易吵
架，你说他多收了你的麦，他说你讹人，
邻里关系越处越差。去年又有了这事
儿，两家人拿着锄头要干架，我赶忙赶
了过去，对闹得凶的那家说，‘这有多
大事儿，放开割能割几斤麦？你这一锄
头下去，三年的麦你也赔不起。那几
斤麦比法还大？你要真觉得亏，俺家
的麦拉一袋子给你，中不’！结果这
话既教育了他，又羞臊了他，麦他肯
定不会要，法他也得听我讲两句，把
两家子拉板凳上一说，这事儿就算好
了。”刘始亮说。

72 岁的练集镇朱集村村医朱守文
是该村的骨干之一，他同司法所一起将
自己的诊所变成了法律明白人活动室，
法律明白人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工作
计划、联系方式一应俱全，法律图书摆
满整个书架，法制宣传挂图张贴在醒目
位置。村民有了闹心事、麻烦事、困难
事，邻里发生矛盾纠纷，有解不开的疙
瘩，随时可以找他倾诉、咨询，而他在给
人看病时就能随时化解纠纷。村里人
也习惯在看病的时候，翻看放在诊所的
法律报刊。他说：“这样的活儿我热干，
大家都来学都来教，都成‘明白人’了，
这日子咋能过不好？”

作为一名从医近50年的老大夫，朱守
文显得精神矍铄，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对
乡间民情了如指掌，法律知识一听便懂。

“法律这事儿就是讲道理，坏事儿你
别做，欠债得还钱，抢钱得坐牢，道理听
得懂，法律就好懂。”朱守文在村里颇受

敬重，他说，“有次一个村里媳妇说她婆
婆不给她带孩儿。她家的事儿我知道个
大概，就先敲打她，‘婆婆不给你带孩儿
不犯法，你不养婆婆可是犯法。你这么
着，马上过节了，你回去下锅饺子，给婆
婆盛一碗端到她面前请她吃，保证她随
后就给你带孩儿’。这媳妇照做了，果然
婆婆当场对她说‘孩儿抱来我给你看’，
她惊喜地来谢我，我就劝她以后一定要
孝顺婆婆，家里才能过得热乎。现在她
家过得美着哩。”

2013年夏天，袁老乡马庄村医生马
全路听说村里妇女王某在人家门口骂
街，眼看要打架，赶忙过去看情况。原
来她家地里的井不知被谁填住了，她怀
疑是马某，就在马某家门口附近指桑骂
槐。王某被劝过来了，马医生联系了村
支书元松来共同做王某的思想工作。
通过他们两人的耐心开导，王某气消
了，元松书记又给她讲解了有关法律知

识，并告诉王某村里将组织共浇地，承
诺若地里打井还打在她家责任田里，王
某笑了。如今的王某已成为法律明白
人活动室的一员，在她嘴上常挂着一句
话：到村卫生室去，不但能治身体上的
病，还能治心里的病。

村委小院、村诊所、超市，这些村民
经常走动的地方，成了最好的法制宣传
场所。43岁的王建党是商水县瓦房庄村
村民，他不仅是利民超市的老板，还是该
村的法律明白人骨干，他的利民超市也
成了所在村民组法律明白人活动室。他
说，现在农村的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
逢年过节他们回老家，总会有不少年轻
人喝酒赌博，然后就是醉酒打架，这样
的事情不少。留在家里的中老年人慢
慢地懂了法，原来都是作为家长骂家里
的年轻人出去逞能，现在都能讲点实际
的法律，让他们在家里、在外面都别违
法，别让家人担心，这也是咱的好处。

黄寨司法所所长张守超，其所在的司法所也是
乡法制辅导站，为了培养普法教员还专门编辑了一
套教案，定期组织法律明白人前来学习。他说：“为
规范管理，县、乡、村建立法律明白人档案、学习培训
制度、考勤制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县里还将
实施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工程纳入商水县平安建设
目标考核，各乡镇党委政府对法律明白人工程实行一
年一考核，并将这项工作纳入村级目标考核。各农户
学法用法考法同评选‘五好文明家庭’及‘十星级文
明户’结合起来。现在大家学习的热情高着呢。”

袁老乡刘楼村是该乡党委、政府头痛的一个
村，人口多，能人多，上访的多，该村村民刘某承包
了该行政村一个废蓄水池，并在前任村委签有合
同，不知内情的村民被好事者利用联名上访，要求
要回蓄水池。已投资数十万元的刘某哪会同意放
弃？得知此情况后作为乡法制辅导站站长的位艳
芹，与该乡主抓信访的副乡长智伟峰和支部书记刘
腾飞一起在该村利用广播进行普法宣传，并多次走
访，最终使该群访事件得以化解。此后，袁老乡乡
长杜志宏在下乡时经常也喊上位艳芹，他说：“位站
长工作很有方法，那一个事儿就普法了一大片，对
我帮助很大，我现在下村就想喊上她一起。”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卢少锋认为，法律明白
人创新了普法新模式，不仅能协助村委会和法制学
校开展村民依法自治工作，为村委会决策提供法律
建议，还可以积极参与辖区内疑难纠纷调处，了解

重大纠纷隐患及时上报。此后，还能将工作拓展到
与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对象、刑释人员“结对子”，帮
助做好教育矫正、心理疏导和安置帮教工作，并及
时搜集社情民意，做好有心理障碍人员的心理疏导
工作。这个做法来自农村、扎根基层，又有掌握的
法律知识，在参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上，自觉地发
挥着“旁观者清”的作用，可以协助做好当家理财，
开展村务监督，并积极参与村民合同起草修订与监
管履约，不仅能有效地避免一些农村合同纠纷的发
生，还将有助于推动村级民主法治建设。

这一普法新模式的效果很快显现，并得到了上
级的认可。2013年1月17日上午，由周口市委政法
委组织的周口市培育法律明白人工程推进会在商
水县召开。市委政法委对法律明白人工程取得的
显著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各级各部门强力推进培育
法律明白人工程。随后，周口各地都开始稳步推广
法律明白人工程。

“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应当因地制宜，符合老百姓
的传统生活习惯，采取他们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通
过他们信赖的邻里进行普及，潜移默化地将这项工作
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逐渐将法制变为他们思维习
惯。”周口市司法局局长杜建军说，“法律明白人工程
积极探索以法律明白人为学法用法带头人、以户宅小
院为普法宣传场所、农村法律明白人与农村法律服务
点相结合的普法新模式，引领村民学法用法、遵纪守
法，真正为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按照《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
实施方案》的设计，法律明白人
日常工作由村法制学校监督管
理，定期或不定期参加县乡村业
务培训，利用农闲、传统节日，采
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学习和
宣传法律。法律明白人也把法
律宣传、矛盾调解和法律援助联
络当成了自己的3件大事儿。

姚集乡某村村民张某对此
深有体会。他此前经营着两个
蔬菜大棚，日子过得富裕滋润。
但是，因为法律知识欠缺，2010年
在与一客户交易过程中，让人钻
了合同空子被骗2万多元，后因追
收欠款纠纷发生伤人事件而赔付
医疗费1万多元。就这样，欠款一
直拖着没有解决。该村法律明白
人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宣
讲经济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帮助
张某通过司法程序，顺利收回两
笔拖欠的债款2万多元。

2012年8月，张庄乡刘村村
民张某受雇于货车车主王某，因
开车拉货过程中出过事故，王某
就从应付张某的工资中扣除一
万多元，张某不同意，曾多次催
要工资，一直未果，他甚至萌生
了打王某一顿的想法。该村法
律明白人刘某得知情况后，向县
驻该村法律顾问赵家堂律师电
话求助。赵家堂律师立即赶到
张庄乡刘村，与村法律明白人一
道找到张某详细了解事情的经
过，告诉他打人是违法行为，是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帮助
张某梳理相关证据，书写起诉
状，向法院申请诉讼。目前，该
案已审理终结，张某拿到了自己
应得的工资。张某说：“身边儿
都是明白人儿，找他们帮个法律
的忙方便得很！”

法律明白人生活在群众当
中，对出现的矛盾纠纷苗头能在

“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调
处”，使广大农民群众形成“有纠
纷找法律明白人”的共识。2012
年 6 月，练集镇刘坡村村民王
某和李某两家因承包地边界
纠纷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
气氛相当紧张。该村法律明白
人获悉后，立即介入调解，依照
法律条文，通过耐心的劝解对
承包地进行精确测量，仔细验
证，重新确立了两家的土地边
界，当事人最终和解。自实施
农村法律明白人工程以来，全
县法律明白人共排查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 2000
余件，调解成功率达
98%，避免群体性
上访事件1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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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法、依法治

村新模式的强音儿

在商水，随意走进一个村头，和这里的农民交谈，素朴
的传统之风扑面而来。

在这个呼啸前行的时代，他们坚守着最基本的人文伦理。 同时，新事物必然在他
们的心中、生活中产生映照。道德与法治，逐渐有了清晰的界限。他们在通过身边的人和

事儿了解法治。
在淳朴的价值观中，即使目不识丁，也要做个“明白人”。而法律明白人将“明白人”这一概念赋予

了新意。经过多年的普法，“懂法”本应展现出的社会认可，同“明白人”找到了契合点。
所以，商水县的农民觉得“当个法律明白人是个光彩事儿”。练集镇朱集村73岁的法律明白人

朱守文老先生自豪地说：“这事儿我热干。”他能用最擅长的中医医人病患，也能用最基本的传统道
德，通过一碗水饺就解决了婆媳不和，还能用法律指导要不回工钱的邻里，“去法院告他”。

“法律”此刻变为农民除诸多农活手艺之外，更值得骄傲的本领。这样的价
值取向，如清水流过麦田，不会太久，便会有喜人的收成。

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