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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丽华：公益为心 法即信仰
� � 冬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
后，在致诚律师事务所，佟丽华
接受了央视网的专访。 一副金边
眼镜，一头精神的短发，一套深
色西装，佟丽华把律师界的“时
髦”演绎得干净利落。 很多人说
法律人刻板理性，但他随和的谈
吐， 似这冬日里的暖阳一般，让
人觉得温暖、亲切。

曾经， 一名 16 岁的少年，做
工时被高压电击中， 生命垂危，
是他，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一名长期受父亲和继母虐待
的男孩自暴自弃，是他，给孩子
们重新找了一个温暖的“家”；一
名声称要“砍死欠薪包工头”的
农民工近乎绝望，是他，足足打
了三年官司帮农民工讨回了血
汗钱……

佟丽华在公益路上坚持了
近二十载，被誉为“中国公益律
师界的领军人物”。 在最大限度
范围内实现正义，是佟丽华的理
想、是他的初心。 佟丽华除了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更致力于通过
大量案件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推
动立法和政策改革，全程参与和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工作。

一条“自找麻烦”的道路

佟丽华出生在河北省青龙
县的一个偏僻山村。 童年的他曾
经因为拿不出 3 块钱买教材，偷
偷落泪。 佟丽华说：“勤劳朴实的
父母虽然给不了他殷实的物质
生活，却给了他正直的品格与耿
直的秉性。 ”年少的记忆是佟丽
华始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情
感根源。

佟丽华的公益生涯可以追
溯到他的大学时代。 1991 年，他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 在校期间，
他创立的“准律师协会”曾被誉
为“政法大学最好的社团之一”。
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是他的幸运，
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毕业后，他开始从事律师职
业。 工作仅三年，便成为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中最年轻的主任之
一。 毋庸置疑，这样的职业生涯
前程似锦。 然而，他忘不了自己
的定位和坚守———扶危济困，给
予弱者法律援助， 服务整个社

会。
1998 年初，佟丽华联合中国

政法大学的一些博士、 硕士，创
办了“佟律师法律热线”。 这是第
一条由专职律师开办的面向全
国的热线咨询电话，任何人遇到
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小女
孩找不到家人时无助、迷茫的眼
神。 ”对于自己办理的第一起遗
弃儿童案件，佟丽华仍然印象深
刻。

为未成年人撑起守护伞

1999 年，佟丽华掏出近年当
律师和写书的积蓄，以北京市致
诚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联合中国
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共同成立了

“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这是中国第一家在全国范围内
以未成年人为援助对象的民间
法律援助与研究机构。

佟丽华做公益法律服务做
的最多的是未成年人领域，这也
是他真正开启弱势群体的维权
之路。

在这个领域，他主要在三个
层面做工作，第一个层面就是直
接给儿童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
当孩子受重伤的时候他们会给
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免费的代
理服务，让律师真正代表这个孩
子到法庭上去打官司。 第二个层
面的工作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公
益律师的行业，他相信很多的律
师都有这种公益精神，都愿意做
点好事。 第三个层面便是在立法
政策改革方面，“因为毕竟孩子
还小，他也并不了解这些法律政
策背后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也
需要有专业人士来站出来代表
孩子们去反映他们的利益诉
求。 ”

2003 年 6 月 29 日上午，吕
某在一家私人苗圃打工， 让 110
千伏的高压电给击了，当时负责
人把吕某送到医院后，交了一点
点打吊瓶用的费用就走了。 炎炎
夏季， 吕某身上 84%的面积深度
烧伤，面临生死考验。 就在他挣
扎在生死边缘的时候，吕某的舅
舅找到了佟丽华，在佟丽华的担
保下，医院给吕某提前进行了手

术。 在吕某没有钱的情况下，佟
丽华又帮他打了这个官司。 后
来，这个孩子命救回来了，官司
也打赢了。

佟丽华处理过的案件各种
各样，但他认为靠一个人或几个
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
推动更多的律师投入这个领域。
全国律师协会在 2003 年专门成
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叫“未成年人
保护专业委员会”，2003 年成立
到现在他还是专业委员会的主
任。 他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全国
各省推动更多的律师在业余时
间做儿童保护工作。

2003 年他全程参与了《北
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的调
研、起草、论证和汇报工作的全
过程。 2004 年他参加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团中央阶段的立法调研和起草
工作， 是修订草案第一稿的执
笔人。 2016 年，全国人大修改的
《刑法修正案九》当中有相关的
大量的条款跟儿童保护有关 ，
在这些立法和政策的修改过程
当中， 佟丽华是积极的参与者
和推动者。

在儿童保护领域，佟丽华做
了大量的事情，在这个领域坚守
了 17 年。 他说自己是这个领域
的“老战士”。

让农民工相信法律

佟丽华打趣儿地介绍自己，
“我就是个农民。 ”可见，他对农
民群体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
2003 年，他帮两个儿时的朋友打
了一场讨薪官司，并由此真正开
始了帮农民工讨薪的事业。 2005
年，佟丽华主持建立了北京农民
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9 年注册
为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

“我们都说农民工需要尊
重，需要保护，但是当他的权利
受到伤害的时候，谁去真正站出
来去关注他，去帮助他？ 总得有
人站出来为他们去做。 ”中心成
立时前很多人劝他不要做，但他
还是义无反顾。 从 2005 年到现
在，通过他们的热线进行免费咨
询从而获益的农民大约有 20

万。 在北京地区，他们直接办理
的案件大约是一万件，给农民工
拿出来的钱大数是 1.5 个亿。

以前，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很
淡薄， 遇到欠薪之类的法律纠
纷，通常只懂得通过上访、找政
府等途径解决。 如今，国家多年
来大力度的法制宣传，使得农民
工的法律意识已经逐步增强，越
来越多的农民工遇到法律纠纷
后，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诉讼方式
解决自己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
他的“主顾”也越来越多。

致诚律师事务所临街的一
间办公室里，两面墙上挂满了大
红锦旗，这些都是曾受到过律所
帮助的人们送来的。 佟丽华以极
强的社会责任感为农民工根植
了法律信仰。

从公益律师到立法先锋

2009 年 10 月 1 日， 祖国母
亲六十华诞。 当天上午，佟丽华
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律师界的代
表，登上了“依法治国”的彩车，
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多位中
央领导同志接见。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
也好，反腐败斗争也好，净化了
社会风气。 四中全会全面深化依
法治国，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
家，这是基础。 从公益律师的角
度来说，我们最呼唤的是法制建
设。 ”作为一名公益律师，佟丽华
深知，公益法律援助不只是要帮

助一个人、一个群体，更为重要
的是通过每一次援助推动相关
法律和政策的进步。

佟丽华曾撰写和主编《未
成年人法学》《和谐社会与公益
法》《中国农村法治热点问题研
究》《谁动了他们的权利》《十八
大以来的法治变革》等 70 余本
法律图书， 先后承担过国务院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
团中央、 北京市人大等单位委
托的重大课题， 并受有关部门
委托起草《北京市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修订草案，还深入参与《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工伤保险条
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工作……
多年来，他在政法系统、国内外
法学院校及其他会议上所发表
的大量主题演讲或者发言均受
到热烈反响。

佟丽华他为弱者“代言”，将
公益坚持到底。 他认为，在一个
法治的时代，法治要给弱势群体
以希望、信心和保障，让普通百
姓看到：正义是可以依靠法治实
现的！

“建立一个健康的法治国
家， 不仅是我们法制人的梦想，
而且是保障所有老百姓，尤其是
那些弱势人群权益的最好的路
子。 从公益律师的角度来说，我
们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 ”未来，他将以致诚之心为了
正义更加不懈地努力。

（据央视新闻）

� � 2016 年司法行政开放日，佟丽华现场接待当事人
（图片来源：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