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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石景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京成 王硕

刚刚步入2023年， 石景山区
法律援助中心再传佳音———该中
心被评为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
进集体。 5年来， 这支成员平均
年龄37岁的法律援助团队共接
待前来法律咨询的群众70000多
人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500余
件， 切实为群众办好每一件法律
援助案。

用不停歇的脚步丈量辖区

石景山区法援中心一直秉持
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 将矛盾消
解于未然的理念， 积极开展法律
宣讲、 法律咨询活动。

在法援路上摸爬滚打了8年
的王瑞雪常常开着她那辆白色本
田飞度汽车， 和中心的同事们一
起奔波在路上， 东起老山街道东
里小区， 西至五里坨街道的南宫
花园， 北到苹果园街道的军区大
院， 南赴古城街道的南大荒苗圃
园林。 她们驾车跑遍了石景山区
所辖的87平方公里， 开展法律宣
讲咨询活动不分四季，无论晴雨。
学雷锋宣传活动、 残疾人维权专
项活动、“我当法律服务员”活动、
军人军属维权活动……一场场普
法宣讲引来热烈掌声， 一个个典
型案例讲得听众顿开茅塞。

王瑞雪和同事们集思广益，
老百姓最想听什么内容， 她们就
宣讲什么 。 “我这个能算工伤
不 ？ ” “公司欠我加班费怎么
办？” “我女儿不为我养老怎么
办？” 面对一句句无奈无助的问
询， 区法援中心工作人员和援助
律师均给予最耐心细致的解答。
“亲兄弟谁也不愿撕破脸” “和
公司好聚好散 ” “提前写个遗
嘱”， 一句话， 可能就将一个心
结打开； 一句提示， 可能就将一

个矛盾化解。
法援中心与援助律师在很多

咨询者和受援人看来是 “一家
人”， 这种看法源自律师接待法
律咨询 、 接受法律援助案件指
派。 律师工作是否耐心、 认真、
细致， 影响着区法援中心在百姓
心中的形象。 王瑞雪积极与律师
对接沟通， 制定和完善了 《值班
律师管理办法 》 《值班律师守
则》， 明确值班律师的选拔条件、
工作规范、 咨询流程， 实行值班
律师挂牌上岗， 为区法援中心树
立起良好的 “品牌形象”。

高标准实施“清单式”归卷

“善作者善成，善始者善终”，
这是性格开朗、 快人快语的孙娟
娟秉承的座右铭。 她常常和值班
律师们交流心得， 把多年来从事
法援工作的体会进行分享。

法律援助卷宗不光是结案的
要求， 更是宝贵的办案经验、 法
律援助成果的体现。 孙娟娟始终
坚信， 对案卷负责， 就是对案件
负责 ， 同时也是对受援群体负
责。 律师不仅要办理好案件， 也
要规范整理好案卷。

根据区法援中心的实际情
况， 孙娟娟制定了 “清单式” 归
卷指引 ， 给律师们集中统一讲
解， 帮助律师统一格式、 内容，
做到结案审核有标准。 在订卷之
前她要逐页校对 ， 做到形式审
查、 实质审查一个都不少。 在指
派律师办理一些重要、 复杂、 疑
难案件时， 孙娟娟还会跟案， 这
样不仅能督促检查案件进展， 更
能实际参与办理案件 ， 加强协
作， 拉近相互间的距离。

不论是接待前来申请法律援
助的群众， 还是接听寻求法律援
助的热线电话， 孙娟娟的热情感

染着对方 ， 她的真诚赢得了信
任。 遇到出言不逊、 态度暴躁的
求助者， 孙娟娟会耐心倾听， 还
会换位思考， 通过朴实接地气的
真诚交流， 让来者最终心平气和
听从劝告， 感觉到法律援助分文
不取， 工作人员掏心掏肺， 都是
为了帮助他们争取权益讨公道。

王硕在司法系统可谓一名
“老兵”， 他曾在大学校园攻读法
学专业4个寒暑， 曾在监管岗位
上穿过5年警服， 还曾成为执业
律师代理过诸多案件。 去年， 他
凭借优异的成绩加入到这支法援
队伍之中。 王硕快速融入这个团
体， 勤奋学习虚心请教， 很快学
会了如何指派律师， 同时深入学
习诉讼、 仲裁程序， 力争熟练运
用法条法理。 他发现一些法援案
件内容能用电子归档 、 电子表
格、 公式替代， 便利用业余时间
耐心整理资料 ， 提高了工作效
率， 方便了受援群众。

“三当日” 温暖群众心

“感谢马主任！ 感谢你们大
家！ 感谢咱们石景山区法律援助
中心！” 这是区法援中心工作人
员在对张大妈提供法援上门服务
后， 老人发自肺腑的一段话。 去
年7月下旬的一天， 张大妈因与
自己女儿存在财产纠纷， 打热线
电话希望得到区法援中心的帮
助，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和女儿们
的财产纠纷。

区法援中心主任马清明了解
到张大妈已是年过八旬， 且有残
疾行动实为不便， 便带领着王瑞
雪、 孙娟娟和王硕等几名工作
人员为其提供法援上门服务 。
在张大妈家中的交 谈过程中，
马清明觉察到张大妈与几个女儿

的关系都不是那么融洽， 若执意
走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话， 仅程
序问题就会给她带来不少的困
难。

马清明一边安慰张大妈的激
动情绪， 一边介绍基本的诉讼知
识， 帮助她权衡利弊。 他们审查
相关材料后， 认为张大妈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 当场受理、 审批并
指派了律师。 马清明说： “这样
做能尽可能地帮助她节约诉讼的
时间成本。 既然人家在无依无靠
的时候找到我们， 求助于我们，
无论最后裁判结果如何， 我们都
要尽最大努力维护老人的合法利
益。”

考虑到许多受援人系外省来
京， 路途不便， 为缓解他们的舟
车劳顿之苦和往返交通费用的负
担 ， 马清明结合实际情况推出
“三当日 ” 制度 ， 即当日受理 、
当日审批、 当日指派， 特殊案件
和例外情形不超过三个工作日。

马清明总是叮嘱大家： “我
们做工作要换位思考。 法援工作
的每个环节， 我们都要认真去琢
磨， 想受援者之所想， 急受援者
之所急。 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
向分析工作、 思考工作、 推动工
作 ， 而不是在办公室 ‘远程遥
控’。 如此才会增强法援服务的
意识 ， 才会体恤群众的冷暖甘
苦， 才能真正让法律之光普照需
要法律援助的男女老少。”

面对受援群众的赞誉， 马清
明发自肺腑地吐露心声： “一个
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一个团队， 一
名法律援助工作者就是一名斗
士。 初心就是力量， 使命就是方
向 。 解决群众的困难事 、 烦心
事 ， 需要坚持 ‘强组织 、 重合
力’， 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援助中
心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脚步不停，为群众办好每一件法律援助案

作为大兴区超声首席专家、
区名医工作室 “肖保军工作室”
领衔人， 从医35年的肖保军深刻
认识到， 要想做一名好的超声大
夫， 既要医术精湛 ， 更 要 心 系
患 者 ， 因 为 超 声 大 夫 就 是 临
床 大 夫 的 眼 睛 ， 所 以 自 己 必
须要练就 “火眼金睛 ” ， 确保
每一幅图都能帮助患者准确诊
断， 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 精准
治疗。

肖保军尤其擅长心脑血管疾
病的超声诊断， 无论是白天还是
深夜， 医院急诊、 重症监护病房
的电话对于她就是赶往医院的号
角 ， “病人需要我 ， 临床需要
我， 我得赶紧到。”

那是一个隆冬的夜晚， 医院
二线打来急会诊电话， 重症监护
病房一名病人病情恶化， 诊断不
清， 需要肖保军参加会诊抢救。
她挂了电话立即骑上自行车往医

院赶，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是
个什么病人？ 会是什么情况？ 经
过肖保军及时准确诊断， 病人抢
救成功 。 当她会诊完病人返回
家 ， 才发现自己只顾着往医院
赶， 把钥匙落在家中。 半夜2点
多， 怎么叫门屋子里8岁儿子都

不答应。 担心孩子出事情的肖保
军急得哭了起来。 哭声惊醒了周
围邻居， 最后在热心邻居的帮助
下， 门终于打开了。 看着儿子甜
甜的睡着， 肖保军感动着人间温
暖， “我的这次经历再次提醒我
要时时刻刻善待每一位病人， 理

解病人的焦虑痛苦。”
肖保军刻苦钻研超声手法，

不放过每一帧异常图像， 扫查每
一个病人的超声图像就像是研究
一件艺术品， 她总是多角度多切
面反复扫查， 反复回放找出病变
的蛛丝马迹。 她总是提醒年轻医
师， 病人来看病一定是哪里不舒
服， 既然经过医师的首诊开了检
查， 一定要仔细做检查找出患者
不舒服的原因 ， 为患者排忧解
难。 这些年， 肖保军团队诊断早
期乳腺癌371例， 这些患者因为
早期发现癌症 ， 得到的早期治
疗， 无一例转移， 挽救了371个
家庭。

2003年开展腔内经阴道、 经
直肠超声； 2006年组建超声会诊
中心 ， 会诊病人10511例 ； 2008
年在北京率先开展 “胎儿心脏超
声” 新技术； 2015年开展宫腔及
输卵管造影、 肌肉骨骼超声新技

术； 2019年开展双切面侧扫腔内
探头检查前列腺、 盆底超声在产
后的应用； 2020年开展子宫畸形
三维超声成像诊断、 胃窗造影在
儿童消化道疾病的应用、 多模态
超声技术对盆腔前腔室评估价值
…… 35年的从医路一步步走来，
肖保军早已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成
为技术骨干， 她在大兴区率先推
广新技术40项， 填补了大兴区多
项技术空白。

在肖保军的带领下， 超声科
承担起大兴区人民医院 “国家
队” 的光荣使命， 在大型公共突
发事件中冲锋在前， 出色完成多
项应急救援任务。 同时， 充分发
挥社会公益性区域辐射及引领作
用， 通过对口援建、 管理与技术
输出、 进修学习等形式， 主动将
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充分带动了
基层卫生人才的培养及医疗服务
水平的提升。

□本报记者 孙艳

心系患者不断探索造影精准诊断技术
大兴区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区超声首席专家肖保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