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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许多人心中公正不阿的好法官，近30年来共审

理各类案件300余件，所承办案件无一申诉、上访；她是

同事眼中的“办案高手”，用心演绎公正与和谐。她就是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第二合议庭庭长何芳松。

初见何芳松，端庄文静，全然一副柔弱瘦小女人的

模样。然而，很难想象她的办案风格却是雷厉风行，她经

手的案件数量多、质量高，化解了多个疑难复杂案件，职

业生涯荣誉满满：先后9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被授予“三

八”红旗手、“四型法官”和“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

尽全力，把案件办成铁案

民商事审判工作案件疑难、复杂程度大，当事人争

议焦点比较多。谈到处理案件的“法宝”，何芳松说：

“法官不好当，不能光看法律法规，还得考虑社会效果，

平衡当事人利益，所以只有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真

诚以待，才能把案子办成铁案。”

面对各类案件，何芳松总是把调解放在首位，避免

了缠诉、上访等现象发生。2009年12月，何芳松接到一

个急案，辽源某药业公司与山东某医药研究所因技术

转让合同发生纠纷。接案后，何芳松和同事冒雪驱车

赶赴山东济南。在济南，她马不停蹄地到银行、房产、

土地、车辆等部门查询被告的资产，可一无所获。后来

在调查中发现了被告账户，依法进行了冻结，为该案的

圆满解决奠定了基础。在诉讼过程中，她先后4次赶赴

济南进行调解，每次都要颠簸30多小时的路程。最终，

她的真诚感动了当事人，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赶时间，不让“公正”掉队

身为一名法官，何芳松常说，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

正。所以，对待每起案件她都尽量缩短当事人的诉讼

时间。多年来，她参与审理的案件诉讼标的达上百亿

元，通过其审理并得到较好执行的达数千万元。

去年4月，长春市某小区176户购房业主因开发商

用已经预售但尚未签订正式合同的房源进行抵押借

款，使居民认购的住房被所在地庭室查封，50名居民代

表来到辽源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异议申请书。了解情况

后，何芳松和同事立即赶到接待现场，向群众讲解了财

产保全的法律意义，消除他们误会，使代表情绪渐渐平

静下来。随后，何芳松向居民代表承诺“法院会依据事

实证据，保护好老百姓财产安全。”最终案件得以解决，

原告同意解除对房屋的查封。

被称为“女汉子”的何芳松，还努力延伸审判服务

工作，提高司法的亲和力，多次深入辽源市重点企业和

重点项目，共为企业服务300余次，有效避免了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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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无声，丝丝润物，阳光无言，缕缕

暖心。这就是女法官何芳松，用无声的话

语构建公正与和谐，用公正的裁判惩恶扬

善，用纤纤细语或悦耳动听的旋律释放着

文明社会的法治情怀。

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法官既肩负

着工作责任，也肩负着许多社会责任。自

1988年参加工作至今，何芳松共审理各类

案件300余件，所承办案件无一申诉、上

访。这不禁引发我们对其背后的努力作出

新的思考。何芳松坚持秉公办案的同时，

总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用真诚

和耐心感化当事人，最终使案件得以圆满

解决。

这些年，何芳松获得过不少荣誉，面

对嘉奖她却从未有过骄傲自满之心，她

把荣誉当成了鞭笞自己不断前进的动

力，用柔情中的刚毅、严肃中的认真、微

笑中的无私践行着使命与职责。她的工

作理念与对职业的赤诚热爱，更像一幅

着色质朴却内容生动的画卷，形象地展

现在民众面前。

释放法治情怀
近日，公主岭市岭东街道轴承社区联合武警四平市支队直属大队三中队官

兵开展了“军民情深”双拥慰问活动。图为官兵对社区贫困户进行走访。

本报记者 钱文波 通讯员 伊海龙 摄

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积极维护

社会治安稳定，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图为社区

民警与辅警在辖区巡逻。 闫杨 摄

走进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望着屋

里悬挂着一面面写有诸如“心系百姓，依法维

权”字样的锦旗，一看便知这是一个为老百姓

尤其是农民兄弟办实事的地方。

有一组数据：自2009年1月吉林大华铭

仁律师事务所创办吉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

作站至今年10月，为农民办理各类法律援助

案件929件，其中工伤案件193件，欠薪案件

293件，社保案件147件，婚姻家庭纠纷等其

它案件198件。涉及受援人2752人次，其中

农民工2161人，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6186万元。

而提到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及其农

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则必须提到其创始人

赵大华。作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

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维护

司法公正爱心人士”，省政府法律顾问、省政

协优秀委员，被司法厅荣记一等功的赵大华

律师是农民兄弟的贴心朋友。

多年来，赵大华组织全所律师积极参与

国家和省、市政府组织的地方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先后为净月“三管”

项目、长春南部新城开发项目、吉林农大周边

环境改造项目、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土地开

发项目、轻轨三期项目等重大建设项目提供

法律服务。他带领全所律师投身于我省招商

引资工作之中，先后为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我

省提供法律服务。并为东北亚贸易博览会、

长春国际教育展会、汽车展会、房地产交易会

等大型展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组织律师为

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中小企业法律

顾问70余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质高

效法律服务。近年来，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

务所，两度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十佳中介服务

机构”称号。

赵大华深感农民是庞大的群体，最需要法

律援助。于是，经上级批准，他于2009年创办

了吉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选派出10

名精干的律师，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2012年3月，福建省王某等12名农民工家

属来到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就王某等人

因欠薪问题被靖宇县公安局以涉嫌妨碍公务

罪刑事拘留一事寻求法律帮助。12名农民工

家属情绪激动，声称要进京上访讨回公道。赵

大华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接待并组织多名律

师对这些家属进行了耐心的劝导。由于工作

站律师的及时介入，农民工家属情绪稳定了下

来。经过律师的积极工作，被羁押的农民工已

先后取保候审，被释放出狱，有效地避免了一

起在全国两会期间进京上访事件的发生。

去年1月14日，200多名农民工集体到省

政府、省劳动监察大队上访，讨要拖欠的工

资。为避免矛盾激化，省劳动监察大队给省农

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打电话，请求指派律师协

助办理。赵大华接到电话后，即刻选派15名律

师组成工作组，负责处理此次讨薪上访案件。

经过10几天耐心细致工作，成功为216名农民

工要回314万元工资，让他们春节前拿到工资。

农民遇到的难事千差万别，赵大华就带

领律师灵活予以帮助。2011年10月4日，长

春市双阳区鲁家村农民崔某家里耕地被区政

府因搞“省级开发区”被强征强占，既将收获

的玉米和水稻等农作物被毁。崔某身上带着

汽油瓶，到省政府上访，情绪十分激动。赵大

华安排律师及时介入，组织律师深入当地开

展调查，上报市委有关领导。历时两年，在各

级领导的亲自过问和在工作站律师的多方协

调下，涉事农民终于拿到了占地补偿款。

2012年12月15日，前郭县哈拉毛都镇43

户养鸡户和27户养猪户因养猪、养鸡合同被

骗之事请求法律援助。经律师调查，被骗资

金220多万元。事实查清后，农民工法律援助

律师免费为涉事农民起草诉状，代理诉讼，依

法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自2013年三农法律服务援助中心成立以

来，赵大华组织律师先后六次深入长春、吉

林、延吉、白山、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区8个县

10个村进行调研。了解三农方面的法律服务

需求，积极承办三农方面的法律援助案件。

截至今年10月末，共办理涉农法律援助案件

215件、受援766人，挽回经济损失3214万元。

为感谢他们的无私援助，受援者先后送

锦旗36面。律师所也先后被司法部、省政府

授予“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全省农民工

法律援助先进集体”、“幸福·尊严法律援助

应援尽援”先进单位、“全省法律援助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利 剑 擎 天 佑 民 生
——律师赵大华与农民兄弟的故事

本报记者 曹培云

本报讯（徐志强 栗凌云）在“打盗骗保

民安”冬季治安专项行动中，抚松县公安局

松江河派出所重拳出击，着力维护社会治

安稳定。近日连破两起案件，犯罪嫌疑人

李某、潘某被抓获。

犯罪嫌疑人李某以办理信用卡的方

式，先后两次诈骗现金4000元。接到报警

后，民警经缜密侦查将其抓获，并从其身上

搜出大量信用卡。与此同时，民警也一直

在追查另起案件。受害人在网吧上网时，

金色苹果6S手机被盗，价值5600余元。民

警在走访时，发现一男子体貌特征与案发

现场嫌疑人潘某极为相似。经核实，这名

男子正是潘某，其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

留。

重拳出击 连破两案

本报讯（贾城）近日，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刑警大

队成功侦破撬盗商铺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为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

今年入夏以来，九台城区沿街商铺相继发生多起卷帘

防盗门被撬、财物货物被盗的案件，给商户造成很大损

失。刑警大队为此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对大量数据进行

梳理研判。侦查员经过数十个昼夜工作，犯罪嫌疑人王某

终于浮出水面，专案组决定对其适时抓捕。近日，王某落

网，警方当场收缴了电脑、手机、服装等大量赃物，其如实

供述了作案40余起的犯罪事实。

疯狂撬盗商铺40余起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刘颖 陈婷婷）长春今日雨雪交

加，恶劣的天气情况，加重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为让环卫工

人少吃苦，二道区兴隆社区不仅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和临时

休息的地方，志愿服务团队还自发地为环卫工人缝制手套。

今天上午，记者在兴隆社区二楼的一间屋子里看到，志

愿者们有说有笑地忙活着自己手中的活，桌子的一角已经

摆放了很多缝制好的手套。“现在已经做50多副了，我们争

取早点做完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他们在冬天少遭点罪”，

在缝纫机前忙活的徐阿姨笑着说。

兴隆社区党支部书记冯银芝告诉记者，这些布料没花

一毛钱是居民捐了很多衣物，志愿者们用这些剩下衣物来

给环卫工人做手套。冯银芝说，“虽然我们做的手套有些粗

糙，但绝对保暖，这一针一线都是我们心意，希望能让环卫

工人在寒冬中感受到温暖。”

缝爱心手套 暖环卫工人

本报讯（金伟）国网吉林市城郊供

电分公司江南供电所通过建设“职工

小家”，让职工产生归属感，增强主人

翁意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今年年

初以来，全所员工共提合理化建议20

项，被采纳8项，为企业创造效益数万

元。

江南供电所在职工小家建设之

初，就赋予了“职工小家”民主管理的

职能。他们坚持每月由工会小组长组

织召开一次民管会，会上，所长及分管

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人员分别向员工

们汇报上月工作完成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及整改措施，并提出下月工作任务

和应实现的目标。在听取员工对各专

业工作的意见后，再由所长对下月的

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工作任务，把民管

会作为共同协商、民主参与决策的平

台。

每年一到汛期和用电高峰期，江

南供电所的三佳线、永庆线、育民线等

三条主干线路便经常跳闸，所里的人

就要从早到晚奔波在辖区内的各个角

落，进行巡视和抢修。但由于面广人

少很难在第一时间确定故障点尽快恢

复供电。为此，让大家集思广益想办

法解决这个难题。合同工牟喜柱提出

与各村、屯建立“群众护线网”的想法，

既能缩短抢修时间，又能减少老百姓

的停电损失，很快“群众护线网”就编

织起来了。现在，无论哪条线路出现

问题，当地群众都能将故障地点在第

一时间通知给供电所，这样就节省巡

线时间，加快了抢修速度。

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成长和进步

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所特别重视和支

持员工参加高等院校函授学习，目前

这个所已有4名员工获得大专及以上

文凭。他们还制定培训考核办法，每

月对生产经营人员进行一次业务考

试，成绩定期在《所务公开栏》公开，并

与绩效考核挂钩，调动了员工主动学

习业务的积极性，员工的业务水平普

遍提高。去年在市公司举办的窗口员

工行为举止展示、规范化汇报竞赛中，

该所员工获得地区第一名。

吉林市城郊供电江南所建设“职工小家”

职工找到归属感

近日，在辉南县朝阳镇德通秀苑小区一间近40平方米的

房子里，一位老奶奶一边做着饭，一边口中不停地念叨着：“没

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

这位年近7旬的老人叫吕淑琴，是东街社区的低保

户。数月前，社区考虑到吕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可还过着

四处飘动的生活，就为她申请一套廉租房。虽说房子不算

大，但吕奶奶总算是有了一个稳定居所。用吕奶奶的话说，

她终于结束了到处“打游击”的生活。

有了安定的居所，可是装修所需的费用却让并不富裕

的吕奶奶犯了难。正当吕奶奶一筹莫展时，东街社区再次

伸出了援助之手，为她联系了县开发区党工委。了解吕奶

奶的实际困难后，开发区党工委不但出资了3000多元，还

组织了单位的在职党员为吕奶奶家的厨房和卧室地面进行

了全新的装修。

如今，搬入新家的吕奶奶每天是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

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帮助，我才能安享晚年。”

低保老人安“新家”
徐晓磊

本报12月 10日讯（记者刘颖陈

婷婷）为了展现和传播好家风、好家

训，今天，长春市二道区妇联在荣光

街道办事处举办了“弘扬好家风，传

承好家训”座谈会，与会人员畅谈和

展示了各自传承家风家训的做法，

其中，二道区荣光街道居民六旬老

人刘锦辉创作的微电影《当兵》，给

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微电影《当兵》讲述的是刘锦辉

真实的家庭故事。刘锦辉的外甥女

小秋大学毕业后，被一家武警学院

录用，但不愿吃苦遭罪的小秋拒绝

去武警学院报到，一心想着出国深

造，这让一直秉承父辈爱国、忠诚、

善良家训的刘锦辉兄妹三人非常着

急。后来，刘锦辉老人用自己父亲

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的

经历，感动了外甥女，最终说服了外

甥女小秋到武警学院报名。刘锦辉

谈到，“父亲革命的一生是我们的骄

傲，他所留下的家风家训，我们必须

要传承下去。”面对刘锦辉老人恪守

家风家训、无私奉献自己孩子青春

的故事，不少参会者留下了感动的

泪水。

六旬老人创作微电影

传播家风家训

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的法律理念，为辽源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求创新，释放司法光辉

作为一名法官，除了对专业法律知识

有特殊要求外，何芳松深知创新也是相当

重要的。在审判工作中，她不仅注重总结

审判经验，还积极参与制度创新，在推进审

判方式改革过程中贡献突出。

为当事人开辟“绿色通道”，减少当事人

的诉累；苦口婆心劝导，力求“和气”的圆满

结局。近3年来，何芳松倡导创新变通的工

作思路，所在庭室的调撤率达到50%以上。

长春某建筑公司为辽源某大型民营

企业建厂房，因辽源方未履行之前达成的

以房抵账协议，便将该企业告上法院，向

其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何芳松接案后，

从双方实际情况出发，主动找到原告协

商，承诺如果在短期内无法调解或判决，

再采取保全措施，使原告同意撤回保全申

请。调解中，她理性分析、调整策略，给被

告设定了具体的工程决算时间，制定了分

期分批给付欠款计划。全新的调解思路

得到了双方认可，成功调解了一起争议较

大的纠纷案件。

确保冬季渔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12月3日，

镇赉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深入渔

业养殖企业排查隐患，同时发放宣传

单3000份、安全技能手册500册，确

保冬季渔业生产安全稳定。

保障电网安稳运行

本报讯（勾丽娜）近日，国网白城

供电公司增加设备特巡次数，重点检

查线路覆冰、舞动和污闪等隐患，保

障电网设备恶劣天气下的安全稳定

运行。

规范涉企检查行为

本报讯（梁云义）日前，通榆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全局软环境建设工作进行

了监督检查，严格涉企检查准入制度，为

企业自主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

开展主题教研活动

本报讯（梁颖）近日，柳河九中推

出“开展集体备课，优化教案使用”主

题教研活动，以学科教研组为单位，

通过同课异构，展示新教案形式在常

规教学中的应用。

创新工作思路

本报讯（史俊德）今年以来，通榆

县八面乡纪委主动把握和适应“新常

态”，在常规工作中寻求创新，主动作

为，在确保工作质量中提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