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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
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
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
分享，请与本版联系：qn-
bxiaorenwu@sohu.com

“ 在有些人不看好社区
公益律师的时候，我却越做
越起劲，律师要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是雪中送炭，
而非锦上添花。”

80后的童年记忆里不乏TVB

港剧的烙印。张玉霞一点不避讳，

自己的律师梦是从追星开始的，

当年刘德华的一部《 法外情》让

她深深着迷。

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她

当了几年公司法务，朝九晚五，

收入稳定。毕业后几年，她很多

当律师的同学因为这份职业与

想象中的光鲜相去甚远，纷纷改

行。她却在2008年毅然辞去了法

务工作，从实习律师开始从零起

步。第二年，她就报名成为静安

区的社区法律援助公益律师。社

区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身上

有着浓重气味的流浪汉，有喋喋

不休的老大妈，还有执著地不肯

离去的居民。

一次，张玉霞在值班时接到

从社区医院打来的电话，称一位

89岁的老太太有五位子女，但没

有一位愿意为老人支付手术费。

子女们各有各的理由，核心原因

是觉得有一位子女是和老人同住

的，其他子女没有沾到房子的光，

母亲理应由该子女照料。同住的

子女则觉得赡养是大伙的事，不

愿垫付医药费。最后，老人将5名

子女告上了法庭。儿子、女儿们人

手一张纸，念着长长的辩护词，

“ 尊敬的法官，因为小时候⋯⋯

所以⋯⋯”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一位

胃出血的八旬老太太身上。老人

的媳妇告诉张玉霞，因为觉得老

太太偏心，其他子女将其社保卡

藏了起来。没了社保卡，看病要自

费，老人迟迟不肯就医。此事最后

付诸于法律，一纸判决书下来，老

人握着张玉霞的手，满怀感激，

“ 我觉得，你和我孙女长得很

像。”老人过生日了，张玉霞带着

酸奶和蛋糕去探望老人。官司打

完了，没多久老太太也过世了。

“ 这样的案例很多，子女会以

没有得到好处为由，不愿承担赡养

义务，但会用言辞来修饰自己的想

法。他们错误地认为，财产和赡养

是画等号的，但事实是，抚养和赡

养是画等号的。”张玉霞说。

还有一次，静安区中心医院

的一位老人的病友打来电话求

助，称老人被遗弃。赶到医院后，

张玉霞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恶臭，

看到老人全身发烂，孤苦无依。她

马上联系了社区、查到老人户籍

所在地，了解到老人有一位正在

闹离婚的妻子。反复调解后，妻子

暂时收留了丈夫。

还有一次，居委干部前来求

助，称一位女孩的父亲吸毒被抓，

母亲与父亲长期分居，这次索性

闹起了失踪，希望社区援助律师

能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 有的时候遇到特殊个案，

各个职能部门均不知道这个该

谁 来 管 ， 就 会 寻 求 我 们 的 帮

助。”张玉霞说。“ 在有些人不看

好社区公益律师的时候，我却越

做越起劲，律师要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是雪中送炭，而非锦

上添花。”

“ 有些事情，你不深入
社区是无法了解真相的。”

“ 涉及邻里关系的案子，一
般会进行诉前调解。我们会
告诉他们，你可以走诉讼，
但成本高，代价大。”

静安寺街道同心家园社区法

律咨询点、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

室、南京西路街道福民社区援助

点⋯⋯每周，她要花上好几天的

时间在社区援助上。

社区接待点很多紧挨居民

区，有的甚至在同一幢楼里，为居

民提供的是家门口的法律服务，

有的居民甚至穿着睡衣就直接来

咨询了，大部分的咨询无关法律，

止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情感

纠纷。

在咨询过程中，张玉霞不光

会听居民怎么说，还会实地家访，

了解真实的情况，不偏听偏信。在

她接待的案例中，有一位老太太

抱怨说自己被儿子媳妇虐待，不

给东西吃，还偷了她“ 珍藏”的零

食。上门走访时，张玉霞发现，老

太太和儿子儿媳住在三室两厅的

房子里，老人住在朝向最好、最大

的一间房。家访的时候，她巧遇老

人的儿子，一番沟通后才了解到，

老人平时就疑神疑鬼的，患有轻

微的疾病。“ 有些事情，你不深入

社区是无法了解真相的，在咨询

时，你也不会第一时间洞悉老人

的异常。如果仅凭老人一面之词，

就劝她用法律手段维权，效果会

适得其反。”

在扎根社区的时间长了。张

玉霞也了解到法律不是万能的。

有一位老太太和邻居就相邻关系

纠纷打起了官司，赢了，但麻烦也

随之而来，邻居会故意将电视机

声音开得很大，对她骂骂咧咧，甚

至还放话，以后有衣服不要掉下

去，如果想要取回，就到法院去

取。“ 涉及邻里关系的案子，一般

会进行诉前调解，否则即便一方

赢了，效果也不好。我们会告诉他

们，毕竟是邻居，你可以走诉讼，

但成本高，代价大。”

“ 后来我发现，在帮助
他们的过程中，我很快乐，
大部分居民很感恩。而其他
客户则会觉得律师收钱办
案天经地义，案子结了，兴
许连一声谢谢也没有。”

在张玉霞的微信朋友圈里有

这样一张图片，上面画了三个不

同身高的人在看球赛。一开始只

有高个子能看到，后来有人给了

他们每人一个箱子，大家各自站

在箱子上，中等个子的人也能看

到球赛了，但矮个子仍然不行。最

后，高个子将自己的箱子也给了

矮个子，于是，三个人都能看到球

赛了。“ 这张图告诉我们，正义不

是每个人都有的平等，而是一种

相对公平。”

在社区当志愿者的律师中，

有个别人是抱着找案源的心态去

的，动不动劝别人打官司。张玉霞

认为，这样的律师会慢慢被淘汰，

因为他们会发现当社区援助律师

的“ 性价比”实在太低。社区的事

十分繁琐，回报却只有微薄的志

愿者补贴。而花同样的时间，一个

律师可以轻松处理完数万元标的

的案子。

“ 曾有一位小朋友来实习时

提出想要做公益律师，称会把业

余时间花在上面。”张玉霞以过

来人的身份说了句：“ 当公益律

师，不是花业余时间也行的，它会

让你彻底没有自己的时间。”

“ 其实一开始，我也抱着比

较高尚的心态，觉得我是律师，来

帮助他们。后来我发现，在帮助社

区居民的过程中，我很快乐。大部

分居民很感恩，今天咨询，明天就

会来反馈，兴奋地告诉你事情的

进展，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张玉

霞说，这样的成就感是她在为客

户服务的过程中没有的。“ 而其

他客户则会觉得律师收钱办案天

经地义，案子结了，兴许连一声谢

谢也没有。”

“ 我在社区接待中发现，有

的居民不清楚自己的诉求，譬如

有的妻子会把与丈夫婚后的种种

和盘托出，只知要离婚，但对该如

何处理一头雾水。”与能够耐心

听当事人絮絮叨叨两个多小时的

50后律师不同，80后的她喜欢单

刀直入，一语中的。于是，有人觉

得她犀利，不留余地，有人则欣赏

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些年来，因为严重缺乏睡

眠，经常以快餐打发一日三餐。张

玉霞先后四次胃出血，送医后被

医生误认为是饮酒过度。有人劝

她找招个实习生，这样不仅可以

减负，而且可以大幅创收。她的回

答是，实习生处理不了她日常的

案子，如果假手他人，就失去了自

己的初衷。

“ 当公益律师是我的理
想，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律
师一职不仅仅是西装革履、
赚钱、做生意，更有一种精
神层面的意义。”

从事社区公益律师这几年，

居民对社区法律援助也从误解到

慢慢认同。一开始，居民认为在社

区坐镇的律师很“ 低端”。有时

候，咨询完了，居民会问一句，

“ 那么我要找真的律师该去哪里

呢？”还有的居民咨询到一半，会

再一次确认：“ 我打断一下，这个

不收费的，对吧？”

但近年来，张玉霞越来越觉

得，居民的法律素养提高了，对社

区法律援助的认同度也越来越

高，有的直接拿出法律条文来咨

询，甚至还有附近楼宇的白领也

慕名前来。张玉霞告诉记者，法律

是社区调解的基石，随着居民法

律意识的增强，过去那种阿姨式

的调解已经不可行了。即便调解

成功，也容易造成一方利益受损

等不公平的情况发生，后患无穷。

有句古话说，无心插柳柳

成荫。奔走社区三四年以来，张

玉霞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基 层 经 验 ，

一个案子到手，她能马上判断

出判决的大致结果，自信地告

诉对方。但在早些年，她会觉得

没有底气。于是，为了给聋哑人

辩护，她自学了手语，为了给未

成年人疏导心理问题，她学习

了 二 级 心 理 咨 询 ⋯⋯ 有 年 冬

天，在曹家渡社区做完讲座、接

待咨询时，一位阿婆跑上前握

了 握 她 的 手 ， 表示 很 喜 欢 她 。

“ 哇，你的手怎么那么冰凉。”

整个咨询过程中，老人用自己手

捂住张玉霞的手，瞬间让她感到

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每当

碰到不合理的事，她就会升起一

阵无名火。到“ 老娘舅”节目做

嘉宾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她眼神

凌厉。甚至还有一位当事人慕名

找到她，“ 我就要找一位很凶的

律师。”

其实，生活中，张玉霞是个

不折不扣的小女人。很多朋友

给她贴标签是“ 泰迪、哆啦A梦、

麦当劳、草莓”。她在家中收藏

了上千件哆啦A梦，床上有一半

的空间要让给玩偶机器猫，和青

年报记者见面时，她还随手带了

一袋淘宝来的机器猫道具。每

次去法律援助中心，她总是不忘

拍一张对面居民楼上摔落下来

的、常年保持一个姿势的泰迪

熊。而她平时最喜欢吃的食物就

是草莓和麦当劳，收集麦当劳儿

童套餐玩具。

“ 当公益律师是我的理想，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律师一职不

仅仅是西装革履、赚钱、做生意，

更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意义。”

80后美女默默扎根社区做法律援助

“ 做律师
不为锦上添花
而要雪中送炭”

1980年出生的张玉霞每天都很忙，第一次采访
她是她忙中偷闲腾出来的一个多小时。补充采访是
在凌晨1点半。

从2009年开始，她把三分之二的精力都花在了
社区援助上，甚至开玩笑地说，“ 如果我能放弃这
块，创收能翻好几倍。但如果真这么做了，做律师还
有什么意义呢？”

当年和她同去社区参与援助的律师来来去去，
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几年过去了，居民们仍能见到
这张年轻的老面孔。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工作中的张玉霞时而眼神凌厉，生活中的她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人。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