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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聋哑人维权或者聘请专业律师

进行辩护时， 需要精通手语翻

译的交流对象。 来自重庆的唐

帅是为数不多专门与聋哑人打

交道的专业律师， 对于这样的

工作， 他已经坚持多年。

经过艰辛努力， 女孩谭婷

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

通过司法考试的聋哑人。 这要

得益于唐帅律师的无私帮助。

特别维权

聋哑人被骗需帮助

1 月 14 日 ， 唐帅和他的

团队为一起聋哑人诈骗案忙到

了凌晨 4 点： 一位聋哑人受到

通晓法律知识的健全人指导，

涉嫌诈骗全国近百个聋哑人，

所涉及的诈骗金额近千万。 犯

罪嫌疑人在与受害的聋哑人视

频时， 采取欺骗手段， 鼓动其

他聋哑人参与网络赌博， 有人

因此网贷几万甚至十几万元。

尽管一些聋哑人去公安机

关报案， 想要说清来意， 但由

于公安机关没有配备相应的专

业人才， 聋哑人普遍文化水平

较低无法写出流利字句， 公安

机关与聋哑人之间无法进行有

效的沟通和交流……

唐帅目前是我国唯一精通

手语的律师， 同时由于近年媒

体的不断报道， 他在聋哑人群

体中知名度较高。 因此， 许多

聋哑人受到了侵害， 不论事件

大小， 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找

唐帅。

唐帅最开始接触到这个案

件是因为有东北、 山东等各地

的聋哑人来报案。 唐帅及团队

在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后， 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 并且发现此案

并不是表面上的民间借贷， 也

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赌博

案。

尽管许多聋哑人上当受

骗， 但只有少数人来报案。 唐

帅不想让没有维权意识的聋哑

人受到伤害， 也不容许不法分

子利用弱势群体实施犯罪。 他

正在重庆寻找受骗的聋哑人，

同时跟全国各地被骗的聋哑人

沟通， 以便整理证据、 资料。

北京青年报记者几次在下班时

间联系唐帅， 他都因为正在办

案而不得不推迟采访时间。

帮聋哑人维权， 给聋哑人

普法， 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每天在家和律所间来回奔波

……这就是唐帅两点一线的日

常生活。

由于聋哑人法律意识薄

弱， 遭遇什么事情没有保留证

据的习惯， 因此唐帅需要帮他

们梳理事情经过， 还原案件事

实， 教这些不会说话的受害者

收集证据……办理聋哑人的案

件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办理健

全人案件的三四倍， 唐帅已经

多年没有完整的休息日了 。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聋哑人因为申冤无门找到唐帅

时， 他能深深感受到聋哑人的

无助， 这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推

着他奋勇向前。

寒门学子

自学“方言手语”

唐帅有一对因药致聋的聋哑

人父母 。 1985 年 ， 唐帅出生 ，

这个能听会说的健全宝宝给全家

带来了希望。 父母深感聋哑人生

活的不易， 因此希望儿子能有正

常生活， 不愿让他同聋哑人圈子

接触， 从小便把他送到了外公外

婆家。

让唐帅下定决心学习手语是

在四五岁那年， 唐帅陪着阑尾炎

发作的父亲一起去医院， 他看到

父亲在病床上疼得打滚， 却无法

明确和医生说明自己的症状。 当

医生回过头来问陪同的家属时，

他们却一句也答不上来。

唐帅回忆， 因为这件事， 外

婆当时说的一句话让他坚定了学

习手语的决心： “不会手语， 以

后他们老了 ， 你怎么和他们沟

通？ 带他们看病？”

这之后唐帅借着在父母工厂

里吃饭休息的同时， 悄悄向厂里

的聋哑工人学习手语。 这所工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重庆市接纳

聋哑人就业的重点工厂之一， 有

200 多名聋哑人在这里工作。

在学习手语方面， 唐帅展现

出极大的天赋， 后来每当工厂中

的聋哑人在生活中同健全人沟通

交流出现问题时， 厂长总会让唐

帅前去帮忙。

在唐帅五年级时， 他从来家

做客的父母同学那了解到， 全国

各地的手语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聋哑人都在使

用方言手语。 于是他利用周末和

假期去重庆解放碑和朝天门同外

地来的聋哑游客学习和沟通， 在

近十年的学习中， 唐帅基本掌握

了全国各地的方言手语。

唐帅的外婆支持他学习手

语，更支持他用心学习文化知识。

外婆虽然是文盲， 但她从小给唐

帅灌输 “文化知识可以改变家庭

命运”的思想。 1993 年父母下岗

后， 外公外婆省下看病的钱供唐

帅上学。唐帅深知家里人的不易，

于是在 14 岁时，瞒着家人开始了

半工半读的生活。 18 岁时，由于

经济原因， 唐帅不得不请求舅妈

假扮母亲， 偷偷带他去办退学手

续。当时舅妈非常反对，但唐帅安

慰道：“你不要担心， 我就是出去

打两年工， 两年后我继续回来上

学，我一定会上大学。 ”

爱心指引

成“聋哑人维权律师”

2005 年 ， 唐帅辍学后 ， 主

要在外地做家政服务。 一位关系

较好的客户在公安局工作， 抓获

了聋哑人犯罪团伙， 但是请聋哑

学校的老师翻译十几个小时无

果， 听说唐帅了解哑语， 想让唐

帅试试。

唐帅通过与犯罪嫌疑人交

流，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 基

本上将十几个聋哑人的犯罪事实

查清。 同时， 犯罪嫌疑人也主动

供述了自己参与过的其他犯罪行

为。

这位好心人得知唐帅以后想

继续读书的想法后， 建议唐帅可

以选择法学或医学， 结合手语，

将唐帅的才能发挥到最大 。 后

来， 唐帅听从了建议， 开始自考

学习法律。 从那时候开始， 唐帅

就经常参与到公检法办理刑事案

件的手语翻译当中去。

在这段经历中， 唐帅看到了

没有法律意识也没有文化知识的

聋哑人有苦难言， 他想通过法律

为聋哑人发声的想法越发强烈。

2011 年 ， 唐帅通过自考考

取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用

两年半时间 ， 修完 4 年本科课

程 。 2012 年 ， 唐帅顺利通过司

法考试 ， 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

书， 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开始为

聋哑人提供法律服务。

经过测试， 唐帅发现有的高

中毕业的聋哑人文化水平实则只

有健全人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另

外， 聋哑人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

样， 他们只能用眼睛和触觉感受

世界， 种种原因最终导致聋哑人

法律意识淡薄， 受到诱惑后， 可

能会走上犯罪道路。

唐帅还发现， 近年来一些聋

哑人犯罪团伙同健全的不法分子

合作后， 犯罪手段从偷、 抢等显

性犯罪转换成隐性犯罪， 因此，

给聋哑人普法至关重要。

记者获悉， 唐帅及团队的工

作重心从维权变成了维权普法两

手抓。

他们创办了国内第一档聋哑

人普法栏目 《手把手吃糖》， 还

到各地开展聋哑人普法讲座。 唐

帅希望更多的聋哑人能够懂得法

律， 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

全国首例

助聋哑女孩过司考

唐帅做律师 9 年， 从事法律

工作已经 16 年。 “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现在。” 唐

帅感慨地说， “因为通过我的努

力和付出， 终于得到了回报。”

最让唐帅觉得开心的事是，

经过三年培养的聋哑女孩谭婷，

通过了 2020 年的司法考试。

“一个根本不是法学专业，

并且思维与我们健全人迥异的聋

哑人考过了司法考试， 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唯一通过司法考试的

聋哑人。” 唐帅说话时带着满满

的自豪。

唐帅发现让健全律师学习手

语很难取得成效后 ， 转变了想

法： 最能感受聋哑人苦难的是聋

哑人自己。 于是 2017 年起， 唐

帅尝试每年招收五个聋哑人进律

所学习法律， 并给他们每个月发

放工资、 给聋哑人的家庭提供资

助以便他们安心学习。

谭婷就是第一批被招收进律

所的五个学生之一。 谭婷来自四

川凉山， 此前曾作为舞者在艺术

团工作， 在应招时， 她表示想通

过努力去改变并提升自己， 这种

决心打动了唐帅。 但在学习法律

过程中， 有许多聋哑学生坚持不

下去离开了， 现在律所只剩下谭

婷与左端阳两个聋哑女孩仍在坚

持。

谭婷也曾想过离开， 唐帅告

诉记者， 让谭婷坚持下来的最主

要原因不是他人的劝说， 而是她

自己的同理心和决心： 谭婷看到

来律所寻求法律帮助的聋哑人，

总会落泪。

谭婷曾向唐帅倾诉， 一些受

到伤害的聋哑人让她意识到， 如

果自己不成功， 就无法更好地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

谭婷连续三年参加司法考

试： 2018 年， 以 10 分之差没有

通过 ； 2019 年 ， 以 4 分之差落

榜； 2020 年， 她终于成功了。

谭婷参加 2020 年法考一波

三折。 在考试前两天， 谭婷接到

噩耗， 她的母亲因为查出肝癌晚

期住院 。 为让谭婷安心参加考

试， 律所的同事一起出资给谭婷

母亲治病， 这个女孩流着眼泪坚

持了下来。 目前， 通过司法考试

的谭婷正安心在医院照顾生病的

母亲。 接下来， 谭婷将成为一名

实习律师， 一年后就可以转正成

为一名职业律师。

另一件让唐帅觉得开心的事

是， 他与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

的 “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

班” 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下午正

式开班， 计划每年在新生中遴选

40 名学生， 培养一批既懂法律

又懂手语、 能够直接为聋哑人提

供法律手语服务的专门人才 。

2021 年 9 月 ， 该班也将招收第

一批聋哑人大学生学习法律。

“以自己为星火， 望有一天

可以燎原， 让更多人成为他们的

耳朵。” 唐帅在自己的一篇微博

中说， 他将尽己所能， 在帮助聋

哑人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董振杰 桑旦白姆）

唐帅律师用自己的手语技能帮助了许多聋哑人。 资料图片

一周律事

随着 《民法典》 在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厦门近

日宣判了首起适用 《民法

典》 审查打印遗嘱效力的案

件： 由于见证人并未全程在

场进行见证， 法院判决打印

遗嘱无效。

在 《民法典》 实施之前， 实践中也常常

碰到打印遗嘱。 由于原 《继承法》 并未明确

将打印遗嘱列为有效遗嘱的形式， 导致对其

效力往往有所争议。

《民法典》 实施后， 打印遗嘱已明确作

为遗嘱的有效形式， 同样新增的还有 “录像

遗嘱”。

同时， 《民法典》 更加凸显了遗嘱见证

人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法律规定的 “在

场见证” 必须是全程在场， 见证人不应中途

离开， 否则可能导致遗嘱效力不获认可。

此外， 《民法典》 还取消了公证遗嘱效

力优先的原则。 如果有多份有效遗嘱的， 相

关内容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总之，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订立遗

嘱必须注意这些新的规定， 这样才能起到通

过遗嘱定分止争的作用。 陈宏光

《民法典》实施

订遗嘱须注意新规

主笔 话闲

青海

重大案（事）件处置

依法发挥律师作用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司法厅会签

《关于印发在重大案 （事） 件处置工作中依

法发挥律师作用的通知 》 ， 建立重大案

（事） 件处置中发挥律师作用机制， 进一步

规范律师参与检察机关办理重大案 （事 ）

件的类型范围、 工作程序等， 共同促进重

大案 （事） 件依法妥善处理。

通知明确，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涉

及国家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定， 敏感度高、 可能或已经引发群体性事

件等 8 类案件时， 可以商同级司法机关邀

请律师参与相关工作。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要选派具有较高政治素质、 较强业务能力，

在所从事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

社会责任感强， 热心公益事业， 善做群众

工作， 未因违反律师职业规定受过行政处

罚和行业处分的优秀律师参与检察机关办

理重大案 （事） 件。

通知强调， 检察机关要落实 “三同步”

要求， 针对不同类型的案 （事） 件， 分别

研究制定律师参与工作方案， 注重依法办

理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并重， 及时向党委

政法委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受理、 处置情

况， 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 准确把握处

置工作重难点， 妥善处理重大案 （事）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