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工会人

———记北京铁路局北京供电段北京西供电车间工会主席王立强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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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京成 文/摄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合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余尘

“我愿做传递法律的使者”

400多名职工的“家里人”

□通讯员 钱崇庆

无论是做普通律师， 还是担
任执行合伙人， 他始终以一个法
律人的道德和良知， 默默无闻地
为法治进步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 得到
了业内人士和社会的认可。 他就
是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余尘。

调查取证
获取案件的关键证据

刚刚步入律师行列， 余尘就
接手一起交通事故索赔案件。 受
害人被一货车撞成重伤， 最后评
定结果为六级伤残， 基本丧失了
劳动能力。 而受害人的妻子亦是
重病缠身。 肇事司机是一位二十
出头的小伙子， 没有任何赔偿能
力。 可据其交待， 他实际是在帮
当地一位富有的老板打工搞运
输。 面对受害人妻子近乎哀求的
眼神， 余尘毅然代理了本案。

通过取证查实， 他发现该机
动车实际登记在广西横县一农民
名下， 但该车前两月已卖给肇事
方的企业老板。 在这些负有赔偿
责任的人中， 只有企业老板具有
赔偿能力。 因此， 受害人要取得
机动车交易协议， 证明企业老板
为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 进而才
能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余尘远赴广西寻找这辆车的
黄姓原车主 。 当年交通十分不
便， 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才辗转找
到其所在的乡镇。 看到余尘这个
外地口音的人来找他， 黄老板当
时就非常警觉， 招呼来十多个同
村的小伙子围在他旁边。 余尘急
中生智， 说他只是从一个朋友那
里买了一辆机动车， 通过查询得
知他是车主， 想确认一下他是不
是将这辆车卖给其朋友了， 并想
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书面协议。

听到余尘这么说， 这位原车

主马上放松了警惕， 旁边的小伙
子也散去了一半。 在黄姓原车主
确认车是他卖的， 并确认有书面
协议的事实后， 余尘说他愿意将
这份协议买走， 并请黄姓原车主
和他一起到了当地派出所。

余尘郑重告知他， 这辆车撞
了人， 为避免自己承担责任， 他
应当将买卖协议交出来作证。 如
果他不配合， 依据法律推定， 他
就是实际车主 ， 要承担赔偿责
任。 黄姓原车主只得将他的买卖
协议交了出来。 余尘凭着这份协
议， 找到实际车主， 通过沟通协
商， 最终为受害人拿到了全额的
赔偿款项。

帮困助贫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一名律师， 能为百姓伸
张正义是余尘最大的满足。 除直
接代理案件外， 他还在律师事务
所设立了免费法律咨询室， 主动
承担起免费法律咨询义务。 对农
民工、 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 他
总是怀着特殊感情 ， 在伸出援
手、 倾力相助的同时， 还为他们
免除诉讼费。 余尘常对年轻同事
说： “律师是法律使者， 业务做
好了， 自然会赢得客户的信任。”

2008年5月， 汶川地震期间，

某私营企业有20多名员工的工资
被老板无理克扣。 余尘知道后，
迅速组织事务所的律师为他们提
供法律援助。 律师们与该企业在
反复沟通、 协商， 并讲明企业能
否合法经营的利害后， 这一事件
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被无理克扣
工资的员工拿到了血汗钱。

2016年，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
人在首钢医院看病时， 与院方发
生纠纷， 他慕名找到余尘。 听完
老人的诉说， 余尘很快接受了他
的委托， 并免费为其代理。 他多
次与院方沟通、 协商， 最终双方
握手言和， 从而有效化解了一场
医患纠纷。 而经他们律师事务所
免费代理的法律援助案件， 深得
当事人的好评。

学者律师
勇做法律的忠诚卫士

转身回望看成长， 潜心深造
求学识。 1999年，余尘通过了全国
律师资格考试， 成为一名年轻的
执业律师， 实现了他上高中时就
有的梦想。十多年前，他怀揣硕士
学位证书， 以优异成绩走出了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门， 并在中
国政法大学钻研深造5年，获得比
较民商法专业博士后。

在寒来暑往的18载中， 余尘
已是合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
师、执行合伙人。在代理了大量刑
事辩护案件的基础上，近两年，他
潜心研究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撰
写了国内研究企业犯罪预防的专
著 《企业刑事风险防范行为指
南》。许多同行和客户评价他从业
清廉、公正，服务热情、认真，作风
严谨、正派。在执业中，他与法官、
检察官、仲裁员关系严谨规范，遵
守行业竞争规范， 是位颇有书卷
气的学者型律师。

18年的辛勤耕耘， 也为余尘

的人生结出了累累硕果。 从业至
今， 他已先后被评为司法部律师
行业先进个人、北京市优秀律师、
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律师。 2015
年，他又被评为北京社会好人，同
年， 他被评为北京市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先进个人。 2016年，作为全
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 他参加了
第九届全国律师代表大会。 2017
年，他荣获了首都劳动奖章。

积极建言
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担任石景山区人大代表以
来， 余尘积极建言献策， 经常深
入社区了解选民诉求， 并与有关
部门进行沟通， 解决选民的实际
问题。 同时， 他利用自己的专业
优势， 在区两会期间对两院工作
报告发表客观公正的评价， 促进
了区域法治的进步， 赢得了选民
的信任。

当选人大代表十多年来， 余
尘认真执行代表职务， 行使代表
职权， 履行代表义务， 提出代表
议案和建议、 批评、 意见等， 努
力行使好大会期间的各项职权，
维护选民的合法权益。 2015年 ，
余尘担任区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
以来 ， 主动提出法律方面的意
见、 建议， 为人大常委会的各项
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谈到创业的历程，余尘说，来
到石景山发展的十几年中， 合达
律师事务所得到区政府有关部门
和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关爱， 规模
不断扩大，业务逐年拓展，被北京
市司法局评为法律服务进企业、
进社区、 进村庄活动十佳律师事
务所。 “这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们将继续竭诚为社会各界服
务， 让合达律师事务所这朵法制
园地里的小花开得更加鲜艳。 ”

在北京铁路局北京供电段 ，
提起北京西供电车间工会主席王
立强，无人不知。他对工作的满腔
热情和雷厉风行， 他对职工的热
心帮助和贴心服务， 他对自己的
严格要求和慎独严谨， 赢得人们
的佩服和啧啧称赞。 他在工会和
职工之间真正架起了 “连心桥”，
扮演了“家里人”角色。

提供后勤服务的热心人
不善言语的王立强， 面对车

间管内京广高铁、京广普速，点多
线长、管理面广、高度分散的实际
情况，把400多名干部职工的“衣
食宿行”想在心上、放在眼里。

在铁路企业推进安全文化建
设中， 王立强从职工生活环境文
化入手，深入一线、下到工区进行
调研，哪里条件最艰苦、哪个工区
最边远，他就出现在哪里。

他走遍了管内的16个一线班
组、36个作业岗点， 每到一个班
组、一个作业岗点，他通过座谈、
单独谈心的方式， 及时了解职工
的思想和生活情况， 并把职工的
心声和合理化建议及时反映到段
工会，在段工会大力支持下，为管
内6个边远班组建成 “小浴池、小
食堂、小宿舍”，从而解决了职工
洗澡难、吃饭难及住宿的问题。

在去年安全意识疲劳大反思
活动中，他还把职工大讨论、安全
知识答题情况提炼、整合，编辑成
《安全警句格言》， 在各班组进行
悬挂， 让职工在文化的熏陶下立
足岗位、做好本职。

解除后顾之忧的细心人
年过而立之年的王立强 ，其

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他在北京工
作， 家住河北易县， 日常照顾老
人、 给孩子辅导功课的重担都只

能托付给爱人。 几年前他爱人患
上乳腺癌， 他带着爱人跑遍了北
京各大医院。经过长期保守治疗，
目前，他爱人的病情基本痊愈，他
揪着的心才放下来。

王立强对家人越发关心的同
时，对职工的事儿更是挂在心里。
每当工区“小食堂”做饭的电磁炉
坏了，不管路途多远，他总是第一
时间把电磁炉送到工区。 去年暑
运期间， 涿州供电运行工区电冰
箱使用多年的温控器彻底坏了，
给职工就餐造成了困难， 他立即
找到段工会申请一台， 冒着高温
天气，及时把电冰箱送到工区。

去年春节慰问时， 王立强通
过家访、 谈心了解到职工徐保刚
的因药物性肝损伤造成身体多种
不适， 加之其父亲常年有病， 爱
人又无工作， 孩子正读高中， 家
庭条件极为困苦。 王立强一方面
劝他卸掉思想包袱， 安心养病，
还为他解疑释惑， 细心讲解政策

规定， 让他收集整理治病的手术
记录、 结算清单、 诊断证明等，
及时向段工会申报 “三不让” 帮
扶救济……

化解思想矛盾的贴心人
与职工打成一片、 与职工摸

爬滚打的王立强， 从变革思想观
念入手，化解职工思想问题。

几年前， 刚调到车间的一名
职工因休病假时在原车间和领导
闹矛盾，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王立
强主动找他谈心、家访，得知他的
家庭状况比较好， 爱人和儿子也
非常优秀， 便从他的幸福家庭入
手，帮他树立自信、摆正心态，鼓
励他多参加文体活动， 并亲自到
医院看望护理。目前，这名职工家
庭和睦、工作积极。

十年来， 王立强做好职工思
想工作、 帮扶救济困难职工， 让
职工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安全运输
中， 他先后获得了诸多荣誉。

王立强 （左） 慰问困难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