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11 月 3 日

星期六

之 访谈

A04
访谈动机

1998 年底，入行 3
年半的佟丽华已成为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
所主任，他也成为当时
北京最年轻的国办律
所主任。
就在这一年，佟丽
华创办了免费的“法律
咨询热线”，从此投身
公益法律服务。
他曾拿出数十万
积蓄创办北京青少年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又先后创办北京致诚
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北京市法学会
农村法治研究会。
经费最困难的时
候，他不得不卖掉家里
的房产还债。
如今，
41 岁的佟丽
华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当
选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代
表，成为律师界 3 名代
表之一。

佟丽华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北京市人大代表。先后创办了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等三家公益机构。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佟丽华：公益律师维权也是在保稳定
十八大代表、公益律师佟丽华认为，由公益律师化解社会矛盾，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和质量
农民工发短信表示祝贺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自
己当选十八大代表的？
佟丽华：今年 7 月，北京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
北京市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
我有幸入选。
新京报：当选后，
有什么变化？
佟丽华：
对我是荣誉也是责
任。不少接受过援助的农民工
发短信向我表示祝贺，
也希望我
在会上替老百姓提建议。
新京报：
对参会有什么计划？
佟丽华：我一直关注儿童、
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保障问
题；第二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让法律成为老百姓维权
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途径。当
然，最关注的还是依法治国。

卖掉房子继续做公益
新京报：选择对青少年和
农民工援助的初衷是什么？
佟丽华：一个在家里总被父
母打的男孩说，他将来会犯罪，
因为在家里总是挨打才跑到外
地，
要生活只有去偷、
去抢。
如果被欺凌的未成年人得不
到法律帮助，
他们就会失去对法律
的信心。我们成立了青少年中心。
对于援助农民工，我想还
是与我出身农村分不开。中国
农民工群体问题处理不好可能
会引发社会矛盾。
新京报：有没有扛不住的
时候？
佟丽华：2000 年、2001 年是
我最困难的时候，做公益的启
动资金是前 3 年做商业律师的
所有个人积蓄。2001 年我欠下
几十万元外债，最后不得已把
家里贷款买的 170 多平方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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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卖掉，继续进行法律援助。
新京报：为什么不向社会
求助？
佟丽华：对公益事业，我坚
持两个理念：
第一，
不应该单以悲
壮的色彩感动社会；第二，公益
不是单纯的造势运动。幸运的
是，
最艰难的时候我挺过来了。

政府可买公益律师服务
新京报：你对公益律师这
个群体怎么看？
佟丽华：专职公益律师要面
对侵权者的威胁恐吓；
更要习惯
同行高收入的刺激与诱惑。但
我想，学法律的人要关注国家
发展，要敢于担当责任，要依法
维护弱势群体利益。
新京报：目前团队的经费
从何而来？
佟丽华：经费一直是我推
动法律援助最大的挑战。目
前，团队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中
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律师办一个案子，
补贴 2800 元。这些案件补贴也
就只够支付基本成本。
新京报：如有足够的经费，
维权的范围能铺得更广？
佟丽华：是的。假如每年中
央财政拿出 1 个亿、每个省拿出
1 千万、每个地市拿出 200 万的
话，累计下来就是十几个亿，这
些钱能在中国培养 1 万名职业
化公益律师。全年免费为社会
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不仅保
了民生，
也保了稳定，
那该多好！
建议由党和政府推动建立
一批法律援助类的社会组织，
培养一批社会化、职业化、专业
化的律师，化解社会矛盾。政
府要做的就是购买这种社会服
务，并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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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维权】

律师的作
用就是引导、帮
助包括政府在
内的整个社会
依法办事。不
论政府和老百
姓，如果都通过
法律来解决矛
盾，哪怕在法庭
上唇枪舌剑，社
会也是稳定的。

公益律师
或社会组织是
中立的，对法律
负责，由他们来
化解社会矛盾，
既能降低成本，
又能提高效率
和质量。
——佟丽华

新京报记者
陈博 北京报道

依法维权能避免矛盾激化

新京报：近日媒体报道
“农民工模仿发布会讨薪”，
你怎样评价农民工近些年来
的务工环境？
佟丽华：农民工的状况
确实有一定的改善，这一点
必须看到。但同时，农民工
面临的问题依然非常复杂。
比如，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依
然比较低等。
新京报：接受过你援助
的农民工说，你一直主张依
法维权，不建议上访。
佟丽华：引导和帮助老
百姓依法维权，这是避免矛
盾激化的有效举措。轰动事
件带来的只是个案的解决，
而不是制度改善。在制度改

【儿童福利】

革方面，我们期待农民工的
维权程序能更简化，维权成
本更低，维权渠道更畅通，结
果更公正。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有
些农民工使用一些过激的方
式进行维权？
佟丽华：很多简单矛盾
纠纷的演化，关键原因就是
人民群众合法的利益诉求，
从最初就被忽视。这类案
件 ，越 早 处 理 越 简 单 、成 本
越低。
这些年，仅我们北京农
民工中心，处理 5 人以上群
体性案件就超过 200 件，涉
及农民工近 5000 人，所有案
件都得到妥善处理，有效避

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新京报：也就是说，公益
律师的介入，能有效地避免
矛盾激化？
佟丽华：对。律师的作
用就是引导、帮助包括政府
在内的整个社会依法办事。
不论政府和老百姓，如果都
通过法律来解决矛盾，哪怕
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社会也
是稳定的。如果解决矛盾的
地方不是法庭而是街头，那
社会难免引发冲突。
公益律师或社会组织
是 中 立 的 ，对 法 律 负 责 ，由
他们来化解社会矛盾，既能
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和
质量。

儿童福利立法应更完善

新京报：近日温岭爆出
儿童被幼师虐待的恶性事
件。有律师建议增设虐待儿
童罪。
佟丽华：我对此并不持
积极态度，目前刑法有虐待
罪 ，但 解 决 家 庭 暴 力 了 吗 ？
即使我们按刑法处理了施暴
者，孩子妥善照顾的问题还
是解决不了。
新京报：这 是 否 说 明 现
有的儿童保护立法是不
够的？
佟丽华：目前我国有《未
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前者仅 72 条，

还多是原则性规定，不具备
可操作性；后者主要针对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
我期待，儿童保护方面
的 立 法 能 更 科 学 、更 完 善 。
尤其注意两个问题：一、建设
一个科学系统的顶层制度设
计 ；二 、立 法 应 更 具 可 操 作
性，让基层政府、司法机关更
便于使用。
新京报：这是否是你一
直呼吁制定《儿童福利法》的
初衷？
佟丽华：现代社会，儿童
不仅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
国家的。未来长远来看，国

家应该承担更大义务。
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非
常完善的普惠性儿童福利制
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有必
要尽快建立以普惠型为基
础、以补缺型为重点的儿童
福利制度。
比如说，义务教育就是
普惠，补缺是什么呢，如果父
母无力抚养或虐待孩子的
话，国家应该迅速补位，有专
门 的 庇 护 所 ，妥 善 照 顾 孩
子。2004 年北京修订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规定了“庇护所”
这个内容，但直到今天也没
有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