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忙碌却充实快乐"在从事
法律援助的过程中" 我深切地感受
到法援律师的工作性质和当初自己
选择律师的志向相契合#维护公平"

扶弱抑强$ 这种快乐是在以前从事
社会律师的时候很少感受到的$%景
小军说$

!""#

年
$

月份"景小军刚到宁
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被援助地"就
受理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 中间过
程曲折复杂" 最终他为一名河南籍
农民工的妻子争取到了这里首起同
命同价的判决"帮其获得赔偿

!%

万
余元$ !虽然办案过程曲折复杂"我
也吃苦受气" 但最终拿到判决书的

!!!!!!

人过四十岁以后" 早早晚晚都会出现关节
不灵活"最初很多人不把它当回事"直到上下楼
关节疼痛"不敢使劲"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
动步"蹲不下"站不起"晨僵"走也疼"坐也疼"关
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的时候才想起治疗" 却发
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医生建议换关节$

!仙草骨痛贴"其方始于
&!'&

年!元代"十

药神书#记载$黑如精碳!似手抓筋骨!局部贴

敷!透肤而入!热散全身!活筋骨!化淤血!通经

络!消骨刺% 原方经北京协和侯廷翰主任医师

研制改进! 已成为蜚声中外的膝关节专用良

方% 凡膝关节滑膜炎!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

髌骨软化!风湿类风湿!腿疼脚麻!关节强直!

拄拐杖!坐轮椅!觉得自己已陷入绝境想换关

节者!只要贴上!仙草骨痛贴"!很多人
!(

小时

就能见效!几天就能下床大步行走!三四个疗

程之后拍片检查可看到病灶改变! 软骨修复!

滑膜组织恢复正常!爬楼梯&逛公园&打球&跑

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医学专家形象地称之

为'不流血的中药手术刀()

!仙草骨痛贴"自
"#$%

年在全国上市以
来"凭借过硬的疗效&优质的服务"经过无数重
症患者和顽固患者的严格考验"已成为骨病市
场中光彩夺目的领军产品$

郑州经八路与金水路交叉口北
!

米好又多大

药房专销# 市内免费送货$外地邮寄$货到付款#

&!"#$%&'()*+,-.

骨科热线%

!"#$%&&&'"$$(

!"#$%&'%()*+,-.

送药上门 精诚大医 承诺治疗 康复快 惠及千万患者 药到付款
研发背景% 由中国国际精神疾病医学研究总院联合

欧美医学研究院和中国军事医学总院强强联手"针对!精
神分裂&失眠&抑郁&头痛的营养'''激活'''修复%课题
进行攻关" 运用世界先进的纳米活化摄取技术从几十种
名贵中草药和海洋生物中提取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蛋白和
活脑素因子" 成功研制出新一代系列特效生物药'''舒
神镇脑灵$ 第一次实现了脑细胞的有效复活"拯救了在绝
望中苦不堪言的精神疾病患者$

舒神镇脑灵经北大附属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等权威
医院

)&!%!

例患者历时五年多的临床验证" 无一例产生
副作用反应"该药品具有以下功效#

(入睡困难&浅睡易醒&多梦&记忆力减
退")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补充胶原蛋白"提高记忆力"加
速新陈代谢"抑制大脑兴奋过程"缓解脑疲劳"让患者快
速进入正常睡眠状态$

(神志不清&幻
听幻觉&胡言乱语&打人毁物&狂躁 &恐惧&多疑&心烦焦
虑&自卑自闭&悲观绝望&轻生自杀等)"服用舒神镇脑灵
能快速修复基因缺陷"激活脑细胞再生"使其传导神经恢
复正常"神智清醒"情绪稳定"精神愉快$

舒神镇脑灵为
!"&"

年精神疾病康复工程指定用药"

已使
&""

万例患者完全康复$ 国家
,

*

&)

协会认证电码防

伪"并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南京"杨海波"由于高考压力大失眠出现精神分裂
症 "发呆自言自语 "严重时毁物骂人 "家里时刻派人看
护"闹得家人苦不堪言$ 经病友介绍邮购!舒神镇脑灵"

治疗二个疗程完全康复"随访至今未见复发"并建立了
自己的家庭$

郑重承诺%无论患者年龄多大&病史多长"服用舒神
镇脑灵

,-)

天均有明显效果" 一至二个疗程即可康复停
药$ 患者服药

'

至
&)

天无效者"免费改方换药或全额退
款"愈后

!"

年内偶有复发者"凭疗效承诺书免费治疗$

温馨提示%为了救助广大精神疾病患者"我院特举办
!关爱健康'''一构建和谐社会%大型优惠活动$ 从即日
起药费一律优惠

)".

"一次性购三个月赠送一个月"每个
患者统一建立电子档案&发放疗效承诺书"专家指导跟踪
服务$ (活动截止到

$

月
!#

日)

专家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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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张 徐 吴'教授

地址%中国国际精神疾病医学研究总院
&北京市昌平区建新中路

&

号'

官方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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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制作
(&

份民事裁定

&#$(

年至
&##%

年期间"南召和平制动器厂等
'"

余家企业先后从中国建设银行南召支行 (以下
简称南召建行)贷款共计

,"""

余万元$ 之后"和平
制动器厂&和平花岗岩大理石厂等部分企业偿还了
贷款"另有大部分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南召建行也
未及时催要借款"致使贷款一直未还$

!""!

年下半年" 南召建行为了核销上述不良
贷款"经与南召县法院商议后提起诉讼"南召县法
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未依法向被告发送诉讼文
书"未依法通知被告到庭应诉"且未依法开庭审理
的情况下"对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

$%

起借款纠纷
案件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单位偿还贷款$接着"南召
县法院又违法制作

$%

份民事裁定"裁定案件终结
执行$ 而后"南召建行依据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

将上述不良贷款层报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予以核销$

抗诉敦促法院纠正错误裁判

!"")

年
#

月"南召县检察院接到举报"随即对
该批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 结合该案的特殊情况"

针对该批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违法情形"该院将
检察建议&抗诉&侦查等监督方式结合起来"多策并
举"刚柔相济"敦促法院先后处分了

)

名办案人员
并纠正了错误裁判$ 在

!"")

年
&&

月"该院首先将
南召建行诉南召和平制动器厂借款纠纷案等

%

起
案件提请市检察院抗诉"市检察院于

!""%

年
!

月
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年
,

月"南
召县检察院对其余的

$"

起案件向南召县法院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然而"南召县法院久拖不决$鉴于
这种情况"南召县检察院分别于

!""$

年
#

月&

!""#

年
!

月再将南召建行诉南召银海实业公司经营部
等

!)

起借款纠纷案件提请市检察院抗诉"市检察
院随即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截至
!""#

年
#

月
&$

日" 南召县法院已作出
!"

份再审裁定" 撤销了南召建行诉和平制动器厂
借款纠纷案等

!"

件民事判决$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得到体现

该案的成功查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自
!""'

年起"市检察院&省检察院及高检院先后转发
查办经验"河南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级
媒体相继登载$

!""'

年
&&

月
)

日"+检察日报,!亮
点%栏目以+检察建议刚柔相济力促

$%

起案件再
审,为题"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

南召县检察院对该案进一步展开深度调查"

该批案件的查处情况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年
&"

月
!$

日"市检察院+检察信息,转发案
件查办情况-

&&

月
!

日"省检察院+民行检察工作
情况,转发此文-

&&

月
(

日"本报以+银行串通法院
制造虚假诉讼 检察院监督

)

人受处理,为题对该
案进行了重点报道"同时"人民网&新浪网&大河网
各大网络媒体相继转载$

!""#

年
&&

月
!"

日"高检
院第五十一期+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全文转发
了南召县检察院的工作经验$ 在

!""#

年年度南阳
市!十大精品案件%评比中"该批案件以高分&高票
入选为精品案件$

'

月底!我省
!""#

年法律援助志愿者在西部实践一年后胜利归来!他们是去年司法部&共青团发起的

'

&/&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中!我省派往西部的首批志愿者%在一年的法律援助工作中!王锋等
(

名志

愿者用青春和热血在西部地区播撒法治阳光! 脚踏实地地为当地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与当地有关部门一

起!用自身点点滴滴的行动托起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

近日!记者在省司法厅采访了他们!听他们讲述那来自异乡的法援故事**

!"#$%&'()

!

首席记者 赵蕾

记者 连欣

实习生 吕帆
!作为.

&0&

/法律援助志愿者的
一员"我感到我们是.星星之火的传
递者&广阔田野的播种者/$西部广大
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事业的长
期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代代&一批批人
员接力式的不懈奋斗和艰苦努力$只
有通过培养选拔一批具有扎实专业
知识和基层工作经验及社会责任感
的法律援助人才"不断充实到法律援
助队伍"才能使法律援助人员遍布西
部大地"服务西部热土$ %在

(

名法律
援助志愿者中"王锋是年龄最大的一
个"人看起来很沉稳$他说"新疆哈密
市是一个城乡总人口仅

("

余万的县
级市"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等各种因
素的制约"该市所属的

!,

个乡&镇&

街道办"至今仍有约
&1(

基层单位没
有设立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相关从
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更是凤毛
麟角"屈指可数$

针对这一情形"王锋及时与当地
司法局领导联系沟通"组织参与对基
层两所人员及相关法律从业人员的
业务培训"使他们能够尽快适应从事
乡镇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需求$他们
先后为当地进行了

&"

余次法律援助
人员集中培训"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虽然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
无偿的"义务的"但自己从未降低过
办案的质量和标准$ %王锋说"!法律
援助志愿活动项目组织单位为我们
志愿者确定了每年

!"

起案件的办案
任务"我一年来办案

)$

件"超额完成
了任务$ %

!大年夜"我收到了很多短信"其中甘肃省
的一个马姓农民工的短信让我激动不已$没有
华丽的辞藻"这条短信仅仅只言片语#.曹律师
你好"感谢你为我们打赢了官司$ 虽然钱还没
有到手"但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今天是大年
三十"我们三个给你拜年了"祝你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祝好人一生平安$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
的短信0 %

这是曹红星在其博客中的一段话$在他承
办的

,"

多起法律援助案件中" 每一个案件均
尽力地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从而赢得了广大
人民群众和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

年
&"

月" 甘肃省农民工马某等三人
到曹红星办公室咨询讨要工资问题$ !我当即
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指导马某三人取得了被
告拖欠工资的欠条"之后代理三人提起诉讼$ %

曹红星说"因时至春节"为避免马某三人继续

待在石河子导致损失扩大及影响回家团聚"在
他的建议下"三人委托居住在石河子的老家邻
居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 与他共同代理本案"

马某等人及时回家团聚$

事情总是一波三折" 在法庭调解阶段"被
告的妻子到庭否认事实"并无理狡辩$ 曹红星
在反驳的同时"向法庭建议将开庭传票依法送
达给被告的妻子"使庭审得以顺利进行$ 后法
庭作出了缺席判决"判令被告立即给付马某三
人所欠的全部工资$

之后"曹红星又帮助三人书写了执行申请
书"终于使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我践行了我在行动之初的誓言" 我可以
自豪地说"我在新疆的一言一行"作为一名公
务员"我没有给河南律师丢脸"没有给河南人
脸上抹黑0 %回忆起一年来在西部从事法律援
助工作的点点滴滴"曹红星激动地说$

!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怎么做才能对受众
产生吸引力"让孩子们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
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时至今日"谈起在
新疆办的一个未成年案件"郝朝兴有感而发$

&##)

年
,

月出生的梁某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二师某团中学初中一年级在校学生$

!""#

年
'

月下旬" 同校同学沈某得知同学何某家有钱"就
与梁某商量到何某家!要钱%$ 当天下午"两人翻墙
进入何某家向何某要钱"何某不从"沈某从厨房拿
起菜刀威胁何某" 何某从卧室翻出

&)"

元钱交给
了沈某$案发后"沈某与梁某的父母将赃款退赔给
被害人家人$随后"焉耆垦区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
处沈某&梁某有期徒刑

%

年"后梁某以量刑过重为
由提起上诉$

!

!"&"

年
&

月
&&

日"我冒着风雪严寒一早就
从库尔勒乘车

)"

多公里赶到焉耆垦区公安局看

守所"会见被羁押的梁某"详细地了解了梁某实施
抢劫犯罪的事实经过$ !梁某平时在校期间表现尚
好"能团结同学"尊敬长辈"但认识辨别和自控能
力较差"又缺乏家庭正确的教育"导致他走上了犯
罪的道路$ 而且学校老师表示愿意对梁某加强帮
助和教育"同意接受梁某回校继续读书$ 因此"我
在辩护意见中建议人民法院本着教育& 挽救与惩
罚相结合的原则"对梁某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

!"&"

年
!

月
#

日"法院作出判决"撤销焉
耆垦区人民法院对梁某判处有期徒刑

%

年的判
决"改判梁某有期徒刑

,

年"缓刑
)

年$

!我近一年来的法律援助工作不仅帮受援
人维护了权益"还使得他们更加相信法律$ %郝
朝兴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尽心和努力"我们的
法律援助工作一定能够做得更好"全社会共享
法治阳光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

时候"我的快乐丝毫不比她少$ %

!""#

年
&"

月份" 景小军受理了一起工伤
死亡案件"死者家属已经闹到政府了$ !后来"

我联合当地劳动监察部门& 安全生产部门&派
出所&管委会"召集双方调解"连夜秉烛夜谈"

迅速敲定赔偿额
&'

万元"丝毫不拖泥带水的"

心中那个畅快可远比自己收了大额代理费强
多了$ %

此次
(

名志愿律师之中"景小军是年龄最
小的一个$ !正逢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父母身
体不好"媳妇即将生小孩"自己收入减少抛开
不说" 更重要的是不能在她们身边予以照料$

每念及此"我心中愧疚总不可抑制$ 人活在现
实"内心深处"还是需要保留一点理想的$ 参加
此次活动"虽然对家人有愧疚"但是还要说一
句"我不后悔$ %景小军说$

曹红星%我没有给河南人脸上抹黑

郝朝兴%让全社会共享法治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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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做法律的!星星之火"

景小军%

人需要保留一点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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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监督纠正错误裁判

!

首席记者 吴倩

见习记者 李蕴真 通讯员 吕峰

西部法律援助志愿者

曹红星在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帮助

+图由被访者提供,

我省法律援助志愿者一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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