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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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法律援助工作
是偶然也是必然

当问起为什么会走上法律援助的
工作， 时福茂笑着说： “刚刚成为一
名律师时， 并没有将做一名公益律师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最开始就是办
案中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当事人， 他
们根本请不起律师 ， 只要我遇上了 ，
就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 ” 时
福茂出身农村， 生活经历让他对弱势
群体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成为一名律
师后， 时福茂追求公平正义的心更加
强烈。

“对我走上公益律师道路产生深
远影响的， 其实是我代理的第一个案
件。” 直到现在， 时福茂依然清晰地记
得自己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某联营
合同纠纷案件， 也正是这个案件给时
福茂上了律师的真正一课———作为一
名律师一定要执着， 坚信法律。

这起纠纷一方是私营企业板厂，一
方是某企业食品公司。 1994年，双方产
生了纠纷后诉至法院，此案一审法院判
决、二审法院发还，如此往返七年仍无
结果。 时福茂接受委托后，一面代理诉
讼，一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所写论文“发
还重审应有次数限制”引起司法界的关
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规定，严格
限制二次发还重审。 最终，案件得到了
合法裁判，这个个案推动了全国的法治
进程，这也让时福茂看到了执着推进法
治的力量。

俗话说， “初生牛犊不怕虎。” 年
轻时的时福茂真诚执着 ， 不畏强权 、
据理力争是他的执业准则。

2000年的夏天， 某省的172名农民
工跟随包工头到一个工地从事抹灰工
作。 工程结束后， 农民工被欠工资约8
万元。 在时福茂律师的援助下， 经过
调解、 执行历时4个月， 79000元的工
资款终于全部拿到。

从此， 时福茂与农民工结下了不
解之缘。 时福茂怀着对法律援助事业
的执著追求与梦想， 放弃了收入丰厚
的机会， 投身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 成为了一名专职公益律
师， 主要负责农民工维权项目。

投身公益终不悔
只为守护人间正道

“在为职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
经常会遭受用人单位负责人或包工头
恐吓、 威胁的情况， 虽然内心还是有
些担心， 但我没有一次因为受到恐吓、
威胁而终止援助。” 时福茂坚定地说。

2006年9月一天下午， 工作站接到
20名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申请， 缘由是
老板无故强令他们限时离开公司并拒
付3个月工资。 时福茂随即带领两位律
师一同赶往用人单位。 刚到几分钟，他
们就被该单位纠集的十七八个“统一着
装”的社会青年团团围住。 农民工非常
害怕，话音中带着哭腔，时福茂并没有
畏惧，而是找到公司负责人，时而义正
词严地对其讲理，时而推心置腹地进行
劝告，帮其分析利弊， 最后公司终于同
意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 后期， 农
民工害怕报复不敢亲自领钱， 时福茂
又冒着危险为他们代领代发。

选择公益， 就选择了奉献。 只要
案件需要， 时福茂也会从不计较休息
时间， 外出办案凌晨两三点才回家也
是常事。

在工地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 到
手却是一纸欠条。 这让7名农民工很着
急。 听说时律师能为农民工免费打官
司， 他们就向时福茂进行求助。 原来，
当年3月至7月， 刘师傅等7人在北京某
区从事瓦工工作， “包工头承诺7月底
结清工资 ， 却一拖再拖 。” 刘师傅表
示， 他们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拿
不到工资家里经济来源就没了着落。

了解到刘师傅等人的难处，时福茂
当场就表示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经过诉讼一审和二审，最终，在时福茂
的帮助下，7位农民工朋友拿到了胜诉
判决，案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

20多年来， 让每一个案子都沐浴
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中， 是时福茂不懈
努力、 勇毅前行的动力。 尽管遭遇了
很多危险和波折， 但他从不言弃， 始
终相信公平正义总会来到。 他尽心办
理的很多案件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耿某等64人欠薪案， 被公益律师
界称为处理包工头携款潜逃案件的成

功范例 ； “肯德基 ” 假劳务派遣案 ，
一举促使 “肯德基” 改变了在整个中
国的用工方式， 直接受益人数达十万
人； 断臂童工于某伤残赔偿案， 他37
次外出， 历时5年， 写下办案记录达3
万字， 结案报告成为处理童工案件的
办案指引。

关注普法事业
让更多的职工懂得法治的力量

多年的维权之路使时福茂深刻地
认识到， 要预防和制止拖欠工资、 工
伤赔偿纠纷的发生， 必须切实增强农
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 加大事
前预防的力度。 于是， 他早早就投身
到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中， 开
展普法讲座、 提供法律培训。

2006年， 在多次考察调研的基础
上， 丰台区创办了全市首家农民工普
法学校， 深入开展农民工法制宣传教
育工作。 从学校成立之初， 时福茂就
担任执行校长。 他充分利用这一平台，
面向农民工开展了专题法律讲座和系
列法律培训。 此外， 他还深入施工一
线以及中小学校， 进行法制宣传， 让
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法律， 学会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时福茂还潜心撰写并出版了 《如
何签订劳动合同 》 《如何追讨欠薪 》
等六部书籍， 免费为求助的农民工兄
弟发放， 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为律师执
业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挑战。 而不变的
是时福茂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初
心 。 “近年来 ，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
展，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新就业
形 态 劳 动 者 。 面对这种新的用工形
式 ， 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格外重
要。” 时福茂坚定地说。 时福茂参与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 心 劳 模 律 师
团的值班后 ， 接到的第一例咨询就
是外卖骑手工伤认定的案件。 “这不
仅仅是一个案子， 办理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法律援助的案件， 受益更是平
台经济下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可
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最终受益是全
社会。” 时福茂说。

24年的维权经历， 对时福茂来说，
充满了艰辛， 也收获满满。 农民工的
五十余封感谢信，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
感动着时福茂， 也激励着时福茂， 使
他收获了很多值得信任的朋友。 “不
管是维护职工权益还是农民工的权益，
亦或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 每
一个案件背后都很波折， 但我始终相
信法律， 也无悔自己的选择。 中国工
人阶级的第一位大律师施洋， 一直是
我心中的楷模和榜样， 作为一名首都
劳模律师， 我会怀揣一颗公益之心将
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到底， 为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做出自己的努力， 用行动守
护公平正义。” 时福茂说。

“您好， 这里是工会劳模律师咨询专线， 我是值班律师时福茂
……” 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劳模值班室， 北京福茂律师
事务所主任、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时福茂准时出现在了热线电
话的一头， 等候着职工的来电。 从1998年成为一名律师开始， 20多
年来， 时福茂一直坚持做公益法律服务工作， 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而奔波。

劳模律师时福茂:

以公益之心为职工维权誓不言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