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近年来， 涉法涉诉信访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受“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
法、信上不信下”等错误观念的影响，一些当
事人始终不服判息诉， 有的甚至以上访为生
活常态， 更有甚者企图从缠访闹访中获得额
外利益。

如何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
2015年9月，湖南省检察院在全省五个地区率
先试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
件，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
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试行一年多来，涉
法涉诉信访案件息诉率逾九成， 一批“钉子
案”被化解，一些冤假错案被纠正，实现了案
结事了人和，湖南经验被推介全国。日前，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给予批示肯定。

� �律师代理申诉，被告人去世
4年后改判无罪

2016年12月16日， 对于祁锦坤的家人来
说，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们已经等了9年。

2006年12月， 湘潭县某铸造公司因借款
违约，湘潭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判与处理，
查封该铸造公司全部动产与不动产736万元，
用以清偿该公司借湘潭县响塘农村信用社两
笔到期未归还贷款200多万元，以及该公司借
湘潭市商业银行板塘支行贷款100万元。
2007年9月30日，债务被还清。

半年多后， 湘潭县人民法院又以贷款诈
骗罪，对该铸造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人祁锦
坤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
元。祁锦坤不服，一直坚持上诉，直到2012年
在服刑中因肺癌去世。之后，祁锦坤的亲属坚
持申诉多年未果。

2015年，事情迎来了转机。这年9月，湘潭

市检察院被列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试点单位。 湘潭市检察院主动联
系湘潭市法律援助中心， 指派了一名知名律
师为祁锦坤家人代理申诉， 代理律师帮助其
梳理诉求并全程参与了案件申诉复查。 经过
复查发现此案确实存在证据不足以及适用法
律错误、事实不清等问题。

2016年5月， 祁锦坤被改判无罪。2016年
12月16日， 湘潭两级法院向祁锦坤家人作出
国家赔偿决定并赔礼道歉。 该案是湖南检察
机关成功办理的首例原审被告人已经死亡，
抗诉后改判无罪的典型申诉案件。

“我的损失可以通过民事诉讼
正大光明解决”

2015年11月， 醴陵某村村民唐林与邻居
殷某因土地问题发生纠纷，殷某纠集3人将唐
林打了一顿，首份伤情鉴定为轻伤，第二份伤
情鉴定为轻微伤。因两份鉴定意见矛盾，醴陵
市检察院作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唐林不服，
提出申诉。

鉴于申诉人经济困难， 且该案案情复杂
又涉及专业问题， 醴陵市检察院便联系当地
司法局， 确定了一名法律援助律师为其代理
申诉。律师对案件中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问
题反复论证，并多次同检察机关沟通，认可了
检察机关的决定。通过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
并告知唐林可以走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得
到了唐林的认可。

“原来我以为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要求对
方给我赔偿，通过他们的解释，我知道我的损
失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正大光明解决。”唐
林说。

“律师代理申诉，能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
的不足， 还能判断到底是属于申诉还是普通
的信访， 已经生效的判决、 裁定是否确有错
误，是哪种错误；申诉人提出的申诉是否会受

理等。” 省检察院控告检察处处长王东晖说。

“政法机关更有底气坚持正确
判决”

2013年，湘潭人袁季凡刑满释放后，身穿
“冤”字外衣、拉着横幅，多次到湘潭市检察
院、政法委等部门上访，控告公安干警在侦查
审理其诈骗案过程中对其刑讯逼供致其双手
致残，要求赔偿并追究干警法律责任。湘潭市
检察院受理后， 对其提供的信访材料进行了
认真细致的走访调查复核， 初步查明其诉求
难以成立，且有伪造证据获取赔偿的嫌疑。但
由于袁季凡身有残疾， 一直未能有效解决问
题。

2015年10月， 岳塘区检察院邀请几名资
深律师公开评析听证， 通过办案人员出示调
查复核材料， 律师当场就材料中存在的疑点
一一询问袁季凡， 最终判定袁季凡有企图伪
造证据获得赔偿的重大嫌疑。随后，检察机关
将袁季凡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一案线索移
送公安机关， 袁季凡最终因伪造国家机关印
章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公开评析听证， 使得裁决更能让人信
服， 政法机关也更有底气坚持正确判决。”王
东晖介绍， 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在办案中应
当认真全面听取代理律师意见， 并在办理报
告中给予评析，给出采纳与否的意见和理由，
如果代理律师和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 还要
进行公开评析听证， 并作为检察机关做出决
定的重要参考， 在法律文书中详细记载。

一年多来， 全省检察机关实行律师参与
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629件，息诉601件，息
诉率95.5%；律师代理刑事申诉案件127件，息
诉119件，息诉率93.7%，省检察院信访接待室
闹访缠访的数量同期下降近七成。 目前湖南
已经实现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
访案件工作在省、市州检察院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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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结事了人和
———湖南律师代理申诉机制经验全国推介

“小花”绽放瑶山学校

“党建之窗”
服务居民

1月3日，社区党员群众在家门
口的“党建之窗”阅读党报党刊。当
天，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
区“1+N”党组织共建共创暨“书湘
满园·香暖民心” 服务活动启动，辖
区内的51个单位、49个楼栋设立
“党建之窗”党报党刊窗口，让市民
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徐卫星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世日

名片
卢小花，1988年出生，双牌县人。大学

毕业后曾在张家界当导游，月薪过万元。现
在， 她是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中学特岗
教师 （按照中央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
的特殊政策，通过公开招聘，到中西部地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 “两基” 攻坚
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的教师），两次获
评县“教学能手”。

� � � � 故事
“特岗教师就像盛开在广袤乡村的朵

朵小花，我是其中最平凡的一朵，但愿我能
为山乡送去一缕清香……”2016年12月下
旬， 记者获得同意读到了卢小花的部分日
记，一个知性、清新的形象跃然纸上。

卢小花从小在双牌县山区长大。2011
年大学毕业后到张家界当导游。两年打拼，
月薪过万元。在同学看来，她会在这个国际
旅游城市结婚生子，过着安逸的生活。

然而2013年， 卢小花玩了一次人生
“过山车”，她通过全省特岗教师考试，来到
有“江华西藏”之称的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
镇任教。面对大家的不理解，卢小花莞尔一
笑：“我从小在山里长大， 知道山里很缺教
师。我想趁着年轻，做点有意义的事。”

从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城到卢小花任教
的码市镇中学有110多公里盘山公路，坐
班车要3个多小时。2013年8月， 卢小花第
一天去学校报到， 从不晕车的她坐在摇来
晃去的中巴车里，吐了又吐。

码市镇中学缺教师， 卢小花担任一个
班的班主任，还上5个班的历史课。她向学
校领导表态：“我是一名‘新兵’，一定认真

向老教师学习。”
为了把书教好， 卢小花在上课前虚心

向老教师请教，反复演练。她刻苦钻研教学
业务,所上的课越来越受学生欢迎。

“相信爱能融化坚冰。”这是卢小花常
说的一句话。因母亲离家出走多年，学生小
合性格孤僻，甚至破罐子破摔，经常逃学、
翻围墙外出上网。后来，小合居然跟着父亲
打零工去了。卢小花得知消息，心急如焚。
她辗转多处，找到小合和父亲打工的地方，
苦口婆心劝说。一天不行，第二天又去，到
第五天，小合终于答应回到学校。

为帮助小合把成绩赶上去，重塑自信，
小合每天放学后，卢小花单独给小合补课，
陪他散步、谈心。见小合没有一件合身的衣
服， 卢小花掏钱给他买来新衣服。 点滴关
怀，温暖着小合的心，解开了他的心结，小
合变得自信、开朗起来，成绩也直线上升，
在班上名列前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卢小花2次被评
为全县“教学能手”，她所带的班级也被评
为全县“学习好班级”。

卢小花 图/张杨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天，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 为深入推进涉法涉诉
信访工作改革， 更加有效地保障申诉人的合
法权益，近日，湖南省检察院与省司法厅、省
律师协会联合出台《关于律师代理申诉制度
的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办法》），明确了律
师代理申诉的案件范围、职责和权利，申诉人
委托律师代理申诉的程序、 检察机关受理律
师代理申诉案件的职责等。

《办法》规定，申诉人没有自行委托律师，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又不接受法律援助并且拒
绝律师协会为其推荐律师或者不愿在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律师库中选择律师， 对检察院已

经依法处理的申诉案件处理决定仍不服，继
续就同一问题向检察院重复申诉的， 检察院
可以不予受理。

《办法》要求，检察院受理申诉案件之日
起， 应当受理并办理代理律师在代理过程中
对检察人员违法违规问题提出的意见或者建
议， 以及律师对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行
为的控告和申诉，并反馈办理结果；应当依代
理律师申请对所代理申诉案件进行公开听证
或者公开评议。

《办法》指出，代理律师认为原案件处理存
在错误，可能引起原案决定撤销或改变的，应当
及时与检察院案件承办人沟通， 提出撤销或改

变的意见和建议。 检察院对案件的初步处理意
见与代理律师或者申诉人意见不一致的， 在作
出决定前，可以进行公开评议或者公开听证。代
理律师认为申诉案件确实存在错误的、 检察院
不接受代理律师的意见， 代理律师可以向律师
协会提出申请， 由律师协会向检察院提出相关
意见和建议，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办理。

《办法》强调，申诉案件经律师代理，申诉
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符合案件终结条件
的，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终结决定，并向代理
律师反馈情况。 检察院依法对案件作出终结
决定，申诉人继续缠访、闹访的，应当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湖南出台《关于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

代理律师意见与检察院不一致可公开听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世日 李贻星

新年伊始， 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文化
研究专家组成员、77岁的韩开琪，历时5年
撰写的红军长征过江华与瑶文化发展的研
究文章，在多家省市刊物发表，引起不小的
轰动。

2000年， 韩开琪从该县档案局退休，
本可以颐养天年,却被一件事改变。2002年
8月，该县涔天河上游遭受严重洪灾,不少
瑶胞归咎于上世纪60年代修建了涔天河
水库。“找到依据，谣言不攻自破。”韩开琪
用一个多月时间多方查实各种方志得出结
论：涔天河水库修建后，洪灾次数减少。他
撰写的《江华历史洪灾小考》发表，大家信
服了。韩开琪意识到，研究江华地方史实，
服务发展有重要意义。于是，他毅然踏上漫
漫“史海拾珠路”。

“研究地方史实，要耐得住寂寞，吃得
苦。韩老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该县史志办
干部李荣喜钦佩地说。 2012年，韩开琪膀
胱癌手术刚出院，该县《江华豸山志》编写
组请他出任责任编辑，韩开琪当即答应。不
久后的一天，韩开琪在大瑶山徒步走访20
多公里山路，当晚多次便血。他却很兴奋：
“有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一年后，20万字
的湖南首部寺志———《江华豸山志》出版。

2015年，韩开琪见多数研究者认为，江
华瑶族史不足2000年， 他对此不认可。于

是，韩开琪自费到北京、云南、贵州等查阅馆
藏资料，收集民间方志。一次，韩开琪实在太
累了，在火车站候车室睡着了，误了火车。而
他与贵阳市一名专家约定的见面时间是第
二天早上8时。为了赶时间，韩开琪生平第一
次花了近2000元叫了一辆出租车， 连夜赶
到贵阳。 为进入北京几家博物馆查阅资料，
韩开琪带着一张县里开具的介绍信，每天一
大早就站在博物馆门口等开门。

终于，韩开琪从多种文史资料中，找出
江华瑶族史达2396年的文字依据。他的论
文《关于瑶族的历史和瑶族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之我见》入选《全国第十三届盘王节瑶
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2016年， 韩开琪阅读党史得知，1931
年，36名红军战士在江华牺牲，但不能确定
墓地。“找到红军烈士墓，让他们安息！” 韩
开琪多次到省、市查阅资料，没有线索。于
是， 他以红军战士牺牲地———该县冯都庙
为“圆心”，逐户询问。终于了解到，当年，是
当地村民何新李埋葬了红军烈士。 而何新
李的后人也已经搬家。 韩开琪动员亲朋好
友都参与“寻人”。

3个月努力，韩开琪找到了何新李的儿
子何景坤。见韩开琪找上门来，何景坤非常
感动。 他对记者说：“想不到， 韩老这么执
着。”在何景坤的帮助下，红军墓地得到确
认。韩开琪又多次向市、县有关部门呼吁，
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目前，该红军墓
地得到保护。

跋山涉水 皓首穷经
“史笔”钩沉也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