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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灿强

“感谢您，胡教授，您帮了我们大忙，
为我们减少了几千万元的损失。”4月5日
上午， 湘潭压缩机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
赵声华来到湘潭大学法学院， 为该院胡
军辉教授送来一面锦旗：“妙手回春破困
局，法律卫士扬正义”。

赵声华是胡军辉代理案件的受益
人之一。近年来，胡军辉将法学“搬”出
课堂，代理案件逾100起，为企业挽回
损失数亿元，并给全国1.4万多人培训
授课，首创“全真案例演示教学法”，指
导学生开展法律援助1600多起。

解决法院争地纠纷
赵声华遇到的难处源于一家法院

的裁定。 湘潭压缩机有限公司是一家
破产国企，名下拥有土地和厂房。由于
欠有多笔债务，其资产被多双眼睛“盯
上”了。

2010年9月25日， 甘肃省金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将其资产整体查封。不
料，2012年11月27日，处于查封状态的
两个车间， 被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人
民法院以372.6万元拍卖给湘潭人黄
建龙。

2013年5月16日， 清算组作价

6700万元，把土地打包转让给湘潭城乡
建设发展集团。 对方要求清算组须在2
个月内交出完整的土地，否则每天计算
万分之二的利息。然而，被“卖掉”的两
个车间成了“拦路虎”。清算组违约，利
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怎么办？ 清算组向胡军辉求助。作
为委托代理人，胡军辉认为“昌乐法院
的拍卖行为明显违法”， 先后两次向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不过，该法院两次作
出裁定，均被潍坊市中院驳回。

在胡军辉沟通和说服下，今年3月，
昌乐法院终于撤销拍卖裁定。“昌乐法
院终于承认自己错了，意味着破产国企
被违法拍卖的土地将失而复得，职工们
的经济压力减轻了， 清算款有望到手
了。”胡军辉说，该案件具有典型意义，
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步。

法学课堂演绎庭审
这个案例被胡军辉“搬”到了法学

课堂， 进行了演绎。3月28日，10名研究
生分组上台扮演原告、被告、法官、陪审
员等角色， 围绕这个案子展开激烈交
锋，台下学生边观看、边思考。

这是胡军辉指导学生以“全真案例
演示教学法”方式，组织的一堂演练课。
该方法是胡军辉在全国率先提出的参

与型案例教学方法，就是让学生以角
色扮演的形式参与案件处理，由真实
案例、学生模拟、教师演示、课后总结
4大元素构成。

该方法源于胡军辉对传统教
学方法的反思。“不少学了4年甚至
7年法律的学生，连一份诉状、合同
都写不好，也不会谈判、打官司，主
要是因为理论和实践脱了节。”胡
军辉说，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是错综
复杂的，涉及多个学科，而按学科
门类教学就人为地分割了知识的
联系，不利于学生对案件的综合理
解与全面把握。为此，他还编写了
一部《全真案例演示教学理论与剧
本》的教材，其研究成果被中国人
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转载。

“这种教学方式具有案例性、真
实性、互动性、实践性、综合性和合作
性等突出特点，其亮点就在于打破了
‘一部教材、一个PPT、一张嘴巴’的
传统教学模式，实现了实务操作与课
堂教学的无缝对接。” 湖南省最具影
响力法治人物、湘潭大学欧爱民教授
如此评价。

带着学生公益维权
“全真模拟让我们获得大量动

脑、动手和动口的机会，也让我们
学会了从多元视角来分析和处理
问题。”2014级法学硕士研究生孔
凡琛曾多次参与胡军辉代理的案
件，受益颇多。

在胡军辉指导下， 湘潭大学社
会权益法律援助中心与法律诊所两
个学生社团， 以困难群众为服务对
象，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开展公益维
权1600多起。 其中，“一元诉讼”“武
冈市信息公开”“取消长潭路桥费”
等案件影响广泛。

“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
在胡军辉看来，法学教学、科研、法
律服务、学生培养，可以成为相互
联系的有机整体。他说：“在办案过
程中，能够了解一线的法律问题，
把这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上升到
理论高度，再通过课堂讲给学生。
学生懂了理论，再去实践，能力自
然就提高了。”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
名奖获得者、湘潭大学副校长廖永
安教授说：“胡军辉在高校开展的
法律援助与公益案件，集教书育人
和公众法律教育于一身，成为法律
制度变革与‘法治湖南’建设的重
要推动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星

� � � �名片
王琪，1980年12月出生， 连续

18年奋战在水文工作一线，现任岳
阳市水文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先
后参与临湘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调查分析、华容新华垸内溃应急监
测等， 获评全省抗洪抢险先进个
人、水文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 � � �故事
王琪大部分时间，是跟江河湖

泊待在一起的。他所从事的水文工
作少有人知， 业内人称之为江河
“把脉人”。

江南水系发达， 岳阳江湖相
汇，水情雨情监测十分重要。今年3
月， 洞庭湖区提前进入梅雨季节，
王琪要么奔走于江湖之间，要么埋
头在办公室持续监测。

3月底，记者见到王琪，是在汨
罗江上游防汛前哨平江县加义水
文站。当时该水文站遭雷击，雨水
情自动监测设备损毁，现场技术人
员没有办法，但又等不得，便求助
年轻技术专家王琪。王琪带着两名
同事顶风冒雨直奔现场，奋战至凌
晨，将设备维修好，通宵守护至第
二天， 等设备运行正常才放心。同

事说：“重要站点的水文数据不能
间断。”

王琪1999年进入长沙市水文
局螺岭桥水文站工作，当时年仅19
岁。水文工作艰苦又单调，不少年
轻同事选择另谋高就，王琪却留了
下来。 王琪不是学水文专业的，但
出于热爱，他通过拜师、自学，业务
能力很快出类拔萃。6年前，得知岳
阳市要成立水文局，他主动请缨参
加组建。为方便工作，他举家租住
在单位附近。

“还在涨水，我睡不着。”这是
王琪说过多次的一句话。水文人都
知道，雨期无规律，不分白天黑夜，
水情汛情难预测。岳阳市水文局建
局之初人少事多，王琪独立负责水
情、水资源、技术服务3个业务科室
的工作。为准确监测预警，水文人
往往需要连轴转。2012年6月，岳
阳强降雨频发，王琪创下连续工作
21天的纪录。期间，他两岁的儿子
高烧几天， 他也没有离开工作岗
位， 写了近10万字的水情监测报
告，且做到了零差错。

优秀水文人不仅是坚守岗位
那么简单，更多的时候需要跟暴雨
洪水“斗智斗勇”。王琪少年老成，
主动与兄弟单位、气象部门等建立
合作关系，收集各类信息，连小河
小溪水情的微妙变化也不放过。
2014年6月， 沅水中下游河段发生
汛情，引起他高度警觉。花了一天一
夜监测、分析，他得出结论：受沅水
来水顶托影响，洞庭湖区湘阴水域5
天后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 应该提
前防范。 他的建议得到省里相关部
门重视。那次洪峰来时，当地干群早
已严阵以待，确保了安全度汛。

18个春秋，王琪已将自己炼成
年轻的“老水文”。每当汛情发生，他
总是在与洪水“赛跑”。近6年来，他
发布洪水预警50余次、 洪水预报
100余次，合格率达100%，而且将
岳阳市各中小河流的洪水预见期从
几小时提高到十几小时， 为各级政
府防汛抗旱当好了耳目和参谋。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一堆不起眼的破铜烂铁， 被当成
宝贝疙瘩。看似杂乱无章的焊接手法，
却成就了栩栩如生的钢铁造型……在
衡阳市珠晖区工业园， 有一位能工巧
匠叫杨君林，他化腐朽为神奇，把钢铁
艺术玩得风生水起。

3月28日， 记者来到珠晖区工业
园一处厂房外，一座18米高的孙悟空
像映入眼帘。走近一看，让人震撼。整
个“孙悟空”是由废弃的汽车零部件
以及钢铁拼接而成。在厂房里，还摆
放着“擎天柱”“大黄蜂”“百变星君”
等钢铁造型，栩栩如生。

杨君林是衡阳县樟木乡人，退伍
军人。2005年，他在惠州成立“铁的传
奇”工作室，全身心投入到钢铁艺术
这个陌生行业。2007年，他受电影《变
形金刚》启迪，用钢铁创作了一系列
变形金刚造型投入市场。然而，这批
“变形金刚”并没有赢得市场。

压力如潮水般涌来，妻子劝他放
弃，重新去上班。杨君林站在厂房上
撂下狠话：“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没有回头路。”

2012年，电影《变形金刚》持续火
热。一位客户找到杨君林，想订制一个
“威震天”坦克造型。杨君林带着团队加
班加点， 奋战180天， 终于做出了一辆
“威震天”坦克。这辆坦克重达5吨，和真

坦克大小差不多， 通体闪耀着金属光
泽，配上霸气十足的履带和炮塔，带来
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当杨君林准备把作
品交付给客户时，客户说，暂不提货。无
奈，杨君林只好带着这个“大家伙”去外
面参展，没想到一炮走红。杨君林说，当
时国内主要门户网站都转载了相
关报道，优酷网还拍了视频，第一
天视频点击量突破50万人次。

歪打正着， 杨君林瞬间成了
名人，被人称为“钢铁侠”。许多国
内乃至国外的大型企业来洽谈合
作，订单大量飞来。

“我们和长安汽车合作，制作
汽车变形金刚。”杨君林说，还有
重庆武隆，是5A级景区，武隆想

做一个经典的“大黄蜂”。
2015年6月， 杨君林将其在惠州

的工作室搬入珠晖区工业园，成立湖
南铁的传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始
新的征程。他把产品再次定位，专注
于私人订制，从历史人物、事件中取
材，陆续做出三国题材《五虎将》、衡
阳保卫战题材《铁血屏障》等，还尝试
用钢铁塑造出有流线感的动物造型。

杨君林说，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目标。
想通过自己努力，打造一个以钢铁雕塑为
主题的公园，成就真正的“钢铁传奇”。

将法学“搬”出课堂
———记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军辉

王琪：“竖起耳朵”听涛声

衡阳有个“钢铁侠”

� � � � 4月5日，桂阳县仁义镇大湖村，空中俯瞰，千亩烟田层层叠叠，好似一幅巨大的抽象画。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娣 摄影报道大地“抽象画”

王琪 图/李珈名

优秀的水文人不仅要坚守岗位， 更多的时候
要跟暴雨、洪水“斗智斗勇”———

杨君林把钢铁艺术玩得风生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