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翼飞翔的女律师

扶婷出生在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一
个农民家庭。 1989 年，年仅 3 岁的她被
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右臂， 从此她只
得学会独翼飞翔。

转机出现在 1999 年。 那一年，13 岁
的扶婷进入湘潭市体校学习游泳。

然而， 刚刚萌发的自信被现实无声
地击碎：一只胳膊抓不住打水板，也难以
保持身体平衡， 更是跟不上别人的训练
进度。

但她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刻苦地训
练。 此后，她参加亚残运会、雅典残奥会
等重大赛事，先后获得金牌 18 枚。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扶婷退役
后原本可以继续从事体育相关工作 ，但
她却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2004 年，扶婷进入湘潭大学攻读法
学。不仅获得硕士学位，还成为一名光荣
的中国共产党员。

2011 年， 扶婷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
正式成为律师。

在逆境中坚守正道

在很多人看来，律师很难，女律师更

难， 像扶婷这样的女律师， 更是难上加
难。

“缺少案源 ，当事人不信任 ，调查取
证吃闭门羹， 时常的冷眼相向、 冷语相
加。 ”最令扶婷难忘的，是一次对方当事
人当面对她说“一个残疾人来搞什么”就
摔门而去。

那一刻，扶婷内心五味杂陈。她想起
自己高举左手在鲜红的党旗下誓言 ，那
一刻，她把党的责任写进了自己的生命，
把使命刻进心田。这种信仰，让她无惧风
雨，迎风而行。

当时，正好有一位妈妈找到扶婷，告
知其 9 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途中， 突遭
车祸被轧断单腿。这位妈妈以拉煤为生，
家庭贫困，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

“这与我是何其的相似啊，我一定要
帮他。 ”为此，扶婷多次陪同男孩妈妈到
法院，与法官和当事人进行反复沟通，终
于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在扶婷看来，当律师有两重境界。一
种是在法庭上口若悬河、挥斥方遒；一种
是在公益服务上埋头俯首、润物无声。

自身的状况让扶婷从小就对残疾人
的经历感同身受， 也更希望自己为更多
的残疾人和弱势群体服务，“即使我只有
一支手臂，也要为他们 ，把公平、正义和
梦想的旗帜高高举起来”。

残疾人老胡因为一起交通意外被撞

成严重脑部损伤，造成四级伤残，需要终
生护理和持续治疗。

在老胡及家人多次与侵权人协商未
果的情况下， 扶婷接受了委托向法院提
起诉讼，最终赢得法院的公正判决，侵权
方支付了终生护理费用。

诉讼结束了， 对老胡的帮扶却没有
结束。 扶婷和团队成员每年坚持就产生
的治疗费与侵权方进行协商 、 调解 、诉
讼，及时维护老胡的合法权益，还多次帮
他联系残疾人托养机构， 争取政府资金
帮扶。

致力于残疾人公益法律服务

一个人力量太小， 扶婷希望更多的
人能参与残疾人公益法律服务， 更希望
残疾人公益法律服务越来越规范化。

2017 年，湖南省第一家致力于残疾
人公益法律服务的工作室———扶婷公益
法律服务和调解工作室， 主要致力于为
残疾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法援案
件等。

她还担任了湘潭市残联兼职理事和
雨湖区残联兼职副理事长， 参与残疾人
相关政策落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并
推动和参与雨湖区残疾人专家志愿服务
团，开展残疾人就业帮扶 、捐赠物资 、助
学等活动。

“残疾人企业家 、困难残疾人 、受灾
残疾人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 扶婷介
绍，这些年办理涉残法律援助案件 30 多
件， 开展残疾人法律知识讲座 10 多场，
解答法律咨询更是不计其数。 志愿服务
团共帮扶 125 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
为贫困残疾人帮扶筹集的资金和物资累
计 86 万多元。

扶婷说，她是农家子弟，是中国共产
党为她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让她走上国
际比赛的领奖台， 走进了高等学府的知
识殿堂，成长为一名践行公益的法律人。

“即使只有一支手臂，也要让正义的
旗帜高高飘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
会谨记使命与责任， 用行动来擦亮胸前
的党徽，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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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黄志坚 ）10 月 11
日， 省司法厅召开省司法行政系统队伍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学习
传达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推进会、 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整顿暨 “四
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系统第
二批队伍教育整顿启动以来工作开展情
况， 审议第二批队伍教育整顿下步工作
安排。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
员、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 、省司法行

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范运
田主持会议并讲话。

范运田指出， 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 、
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整顿暨“四化”建设工
作推进会和即将召开的全省第二批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精神， 对标对
表，细化实化“六方案一报表八台账”，有
序有力推进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要
牢牢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坚决肃清流

毒影响，在前期开展“四清”的基础上，持
续深入开展清理工作，清除政治隐患，严
守政治规矩， 夯实筑牢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的思想根基。 要及时高质高
效完成中央第 10 督导组 、司法部 、省委
以及省教育整顿办交办的各项工作 任
务 ，勇于担当作为 ，善于攻坚克难 。 要
在抓好学习教育 、 抓实制度建设 、加
强线索案件查办、切实整治顽瘴痼疾、推
进 3 个专项治理、大力开展舆论宣传、强

化统筹协调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见实
效，规定动作完成到位，自选动作创新出
彩。要做好统筹兼顾结合文章，一体推进
教育整顿与年度重点工作， 用确保安全
稳定等工作成绩检验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成效。

省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 教育整顿办及工作专班
负责人、厅机关各处室 （中心 ）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省司法厅召开省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即使只有一支手臂，也要让正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记湖南金州（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扶婷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夏唐凯 谢春明 邓慧

3 岁那年，一场车祸无
情地夺去了她的右臂。

13 岁那年 ， 一次偶然
的机会，她成为了游泳运动
员。 在长达 10 年的运动生
涯中，她曾经参加过亚残运
会 、 雅典残奥会等重大赛
事，先后获得金牌 18 枚。

25 岁那年 ， 她成为律
师。她就是湖南金州（湘潭）
律师事务所律师扶婷。她深
知残疾人更需要社会关爱，
便成立湖南省第一家致力
于残疾人公益法律服务的
工作室———扶婷公益法律
服务和调解工作室，用法律
化作一双双“翅膀”，让更多
残疾人幸福飞翔。

从业 10 年来， 扶婷获
得了全国律师行业优秀共
产党员 、 全国党员律师标
兵、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
最佳提名奖、湘潭市十大杰
出青年、湘潭市优秀共产党
员 、湘潭市自强模范 、湘潭
市 2008 年度 十 大 新闻 人
物、湘潭市律师辩论赛最佳
辩手等荣誉。

扶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