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互帮互助
武汉律师投身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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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制日报》 报道， 2

月 5 日记者从湖北省律师协会

独家获悉， 武汉市有七名律师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包括

一名律师助理）， 其中六例确

诊病例来自湖北忠三律师事务

所 （下称 “忠三所”）。 截至目

前， 湖北省律师共有 8 人被确

诊， 7 人来自武汉， 6 人来自

同一家律所。

湖北律师协会秘书长刘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湖北

忠三律师事务所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的律师已全部住院治疗。

举国战 “疫”， 律师责无

旁贷！

在疫情第一线的湖北律师

自助的同时， 也积极投身抗击

疫情工作， 他们用自己的专业

为政府抗击疫情建言献策， 或

奔走于武汉三镇抗疫前线运送

物资捐款捐物， 或加入自愿者

组织义务接送医护人员， 为普

通群众送去温暖， 彰显了律师

行业的担当精神。

律师接力生命救援

对于湖北律师来说， 1 月

30 日夜晚到 31 日凌晨的一场

接力生命救助让人终生难忘。

1 月 30 日晚 11 点， 湖北

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孙律师在

酒店自我隔离期间突然出现呼

吸困难、 无法说话等症状。

情况危急， 所内律师通过

微信群紧急联动， 通过各种渠

道为其提供援助。 魏云惠律师

在第一时间将原打算救治重病

女儿的小型制氧机送往酒店，

为之后的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

具有专业心理咨询师背景

的肖彩娥律师， 时刻与孙律师

保持联系， 稳定患者情绪。 谢

伟律师及陈栋律师在仅筹措到

一套防护服的情况下， 自行驱

车前往酒店参与急救， 李天云

律师接力联络医院急诊救助。

最终， 在湖北瑞通天元律

师事务所党总支书记、 主任和

律师们通宵达旦、 接力不断的

协调安排下， 情况危急的孙律

师被顺利送往医院救治。

经医护人员紧急抢救， 孙

律师于 31 日 6 点情况恢复稳定，

挽回了生命。 事后， 因为奋不顾

身参与救助的同事需要隔离， 湖

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还给予参

与救助的人员以关怀， 从筹集的

捐赠款项中拨付 1 万元作为救助

人员的隔离补助。

“疫情使得原本寒冷的冬夜

更加漫长 ， 但我所众人高举火

把， 为律师同仁照亮生命之路。

只要我们团结一起， 就无惧任何

风雪！”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

所主任崔宝顺告诉记者， 所里的

律师们继续踊跃捐献， 目前已经

募集了近 30 万元。

不幸律所的“幸运”救助

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 （下称

“忠三所”） 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

家墩， 属于疫情高风险社区。

1 月 25 日上午十点 ， 忠三

所召开党政联席视频会议， 会议

决定成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 忠三应急小组。 主任严

道清担任忠三应急小组组长。

忠三应急小组下设 “疫情通

报 ”、 “病患支持 ”、 “志愿帮

扶” 三个小组。 其中， 疫情通报

组主要负责收集、 整理、 汇总忠

三所的疫情信息。 忠三应急小组

成立后， 忠三所向全所律师发布

一号通告即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的紧急通告》， 要求全所律师配

合疫情通报组进行身体健康情况

的摸底调查。

然而， 摸底情况让忠三所两

百多名律师倒吸了一口凉气， 武

汉 7 名律师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 6 名来自这家律所。

但危情并没有吓退他们， 忠

三所迅速展开了救助行动。 他们

从忠三公益基金拿出 10 万元作

为防疫基金， 用于为病患律师提

供药品、 防护用品、 应急物资。

病患律师之间互相鼓励、 交流心

得、 通报病情， 大家的心态越来

越积极， 病情均有明显好转。

武汉 “封城” 后， 忠三所女

律师吴思梦立即加入了民间自发

组织的志愿救援车队， 自己开车

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

在志愿接送医护人员的同

时， 吴思梦还参加了忠三所的志

愿帮扶组， 有个外地在武汉的同

事觉得病情加重想去医院看病，

她二话没说， 主动联系好后开车

将同事送到医院。 她还多次开车

为病患送药、 送口罩、 送水果，

还让妈妈做好病号饭后， 送给没

有家人照顾的外地病患。

作为武汉市律师协会卫生医

药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平律师主

动请缨 ， 担任病患支持组组长

后， 李平立即与忠三所出现发热

症状的同事一对一通话， 详细了

解病情进展、 生活状况、 诊疗方

案， 并给予指导。

在认真总结大家关心的问题

后， 为避免居家隔离的恐慌， 李

平结合国家卫健委公布和专业医

生推荐的诊疗方案， 根据忠三所

实际情况， 连夜起草了 《新冠肺

炎居家隔离治疗与防护相关知

识》 发给忠三所全体同事， 迅速

安抚了同事们的紧张情绪， 为同

事们居家隔离和诊疗提供了非常

实用的指导和参考。

王一凌律师则主动要求担任

互助小组组长。 他带领互助小组

接送同事看病就诊、 为病患和居

家隔离的同事送药品、 送口罩、

送食品等物资 ， 并结合实际情

况， 与病患建立了一对一帮扶关

系， 切实解决病患的现实需求。

被拒绝的捐赠基金

在得知律师同行患病后， 全

国各地律师纷纷表达了关注和慰

问。 一个救助律师同行的基金在

北京迅速成立。

中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吴鹏

律师告诉记者， 当得知律师同行

患病后， 中伦律师事务所及时与

湖北省律师协会联系， 合作设立

“同业关怀” 专项基金 ， 将 100

万元善款用于向湖北省律师发放

抗疫情物资及对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的律师提供帮助。 这些款项全

部来自律师捐助， 体现了同行有

难， 守望相助的精神。

然而，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了。 2 月 3 日， 忠三所向湖北省

律师协会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发出了一封函， 这是一封拒绝

信， 他们婉拒了基金的捐赠， 提

出 “希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将捐赠用于更需要的地方”。

婉拒信对北京律师同行深表

感激， 称这是 “同袍之情、 同袍

之义 、 同行之谊 ”！ 信中还说 ，

他们一一询问了每一位患病律

师， 大家态度坚决。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主

任崔宝顺也介绍， 在得知他们所

律师感染后， 来自全国各地他的

律师朋友都表达了捐助的意愿，

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 “要

把捐款用在刀刃上， 把钱捐给一

线医院吧”。

湖北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李文

告诉记者， 武汉患病律师婉拒了

北京律师的捐助 ， 他们异口同

声 ， 把钱留给疫情最需要的地

方， 对此， 他深受感动。

“疫” 病无情， 律师有义！

律师群体在用他们的责任担当，

证明他们是社会中坚脊梁！

青岛检察机关为外地律师办理异地阅卷
据 “齐鲁法制网” 报道，

“平度市检察院吗？ 我当事人

的案子移送到你们院了， 可我

人在重庆， 赶不到青岛， 无法

阅卷呀。”

2 月 3 日， 节后第一个工

作日刚上班， 平度市人民检察

院案管大厅的工作人员就接到

了一个焦急的电话。 对方称其

是辩护律师， 当事人是涉嫌敲

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案件目

前已经移送该院审查起诉， 想

申请阅卷， 但是律师本人现在

重庆， 疫情特殊期间， 不敢贸

然前往， 不知如何处理， 请求

帮助。

非常时期， 非常办理， 案管

工作人员迅速做出反应， 主动请

求与律师添加了微信， 通过微信

视频 ， 核实阅卷所用的相关证

件， 通过微信将由青岛研发的用

于律师阅卷服务的 “智检案件推

送” 码发送给辩护律师， 指导该

律师将案件按照要求绑定案件信

息并将其相关证件上传。

绑定手续上传完成后， 工作

人员立刻对信息进行了审查， 审

查合格后， 按相关规定刻录了电

子卷宗光盘。 综合考虑到疫情防

控需要、 电子卷宗的安全问题以

及律师身在异地的实际情况， 该

院联系了对方相近的检察机关，

启用特殊快递渠道将刻电子卷宗

的光盘安全及时送到辩护律师手

中。

电话那头再次传来了辩护律

师的声音： “你们检察检察机关

不仅有良好的工作态度， 还充分

考虑了我本人和电子卷宗在特殊

时期的安全问题， 省去了我来回

的奔波， 更是给我提供了便利。”

而就在当天，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也通过 《智检案件推送》 微信号

受理了一名律师申请阅卷预约。

通过审核提交的材料， 为代理律

师办理了登记和电子卷宗导出，

并通过电话联系预约律师领取光

盘方式。

为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 省

院在关键时期对检察工作的部

署 ， 青岛市检察院积极行动起

来， 于 1 月 31 日通过 《智检案

件推送》 微信号发布了 《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律师接待工作的公

告》， 公布了相关服务办法和值

班电话， 并向青岛市律师协会进

行了第一时间的通报， 全面确保

全市检察机关在疫情防控期间做

好律师代理事项服务工作。

（张忠宝 白树文）

一周律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既需要专业

人员的参与和奉献， 我们每

个人也都责无旁贷。

有专家就用很通俗生动

的话总结 ： 你在家不是隔

离， 是战斗！

是的， 做好自我防护、 自觉隔离， 每个

人其实都为疫情防控作出了微小的贡献。

而在全民抗 “疫” 的大背景下， 也有个

别添乱的行为， 既为人们所不齿， 也可能招

致严厉惩罚， 甚至是承担刑事责任。

比如拒绝接受强制隔离或治疗， 比如哄

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 又比如编造传播虚假

疫情信息……

就拿哄抬物价来说， 一般情况下属于价

格违法行为。

但根据 《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 违反国家在预

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

场经营、 价格管理等规定， 哄抬物价、 牟取

暴利，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 依法从重处罚。

也就是说， 在特殊时期哄抬物价扰乱市

场秩序， 面临的可能是刑事责任。

疫情面前无小事， 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

做起， 多做有利疫情防控的事， 少给疫情防

控添乱。

陈宏光

疫情防控

从“我”做起

主笔 话闲

广东

律师行业捐款助抗疫

2020 年春节前夕，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使我们度过了非常

特殊的春节假期。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广东省律师协

会在 2 月 2 日印发了 《关于全省律师行业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

助活动的通知》， 在当前抗击疫情所需医护

资源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 各律师协会 、

律师事务所及广大律师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到防控疫情的战役中， 充分体现出广东律

师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 2 月 5 日上午 11

点 ， 全省律师行业累计捐款金额 802.2 万

元； 累计捐赠物资折合价值 109 万元； 累

计捐助金额合计 911.2 万元。

这一捐赠仍在持续进行中。

大爱无边， 真情暖冬。 广东律师行业

将继续团结一致 ， 与全国人民共克时艰 ，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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