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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46岁的刘军，至今已
在驿城区司法局老街司法所所
长岗位上工作了21个年头。他
平均每年参与矛盾纠纷调解60
余起，其中重大矛盾纠纷7起以
上，没有因调解不及时、方法不
得当导致矛盾激化，或民转刑事
件的发生。

化“干戈”为“玉帛”

老街街道办事处下辖6个
社区居委会，31个居民组。户
籍总人口30492人，农业人口
5318人，外驻单位25个。乡镇
企业、蔬菜生产和建筑业是老街
的支柱产业，由于地域隶属的变
更及实体经济的活跃，老街辖区
实际居住人口近7万人，辖区流动
人口人员复杂，稳定工作难度大。

2012年 7月的一个傍晚，
才忙完工作准备下班的刘军突
然手机响了，邓瓦房社区调解主
任打来电话说，于庄一组村民陈
某、于某因为相邻地边，相互指
责对方侵占土地，并约来各自家
人、亲戚，拿着镰刀等要割除对
方庄稼。陈某更是拿着镰刀乱
舞，双方情绪异常激动，眼看一

场械斗要展开了。
刘军急忙联系工作人员，骑

上摩托车直奔于庄。到冲突现
场时，当时的现场气氛十分紧
张。他冲入人群大声喊：“我是
老街司法所所长，大家都要冷静，
遇事要商量，谁触犯法律都会被
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大家相信我，
我来调解。”刘军不耐其烦讲解
事态失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经过3个多小时的苦口婆心劝解
和调解，双方终于达成意向。

在老街司法所所长岗位上
工作21年来，刘军常用“调解的
是群众矛盾，调处的是干群关
系”这句话来鞭策自己，平均每
年参与矛盾纠纷调解60余起，
其中重大矛盾纠纷7起以上，没
有因调解不及时、方法不得当导
致矛盾激化或民转刑事件的发
生。

用“心”帮教解难

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
帮教工作，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
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刘军坚持
做到热心、耐心、细心，用“心”帮
助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解

决实际困难。
辖区的刑满释放人员闫某，

1993年 20岁时酒后因和朋友
发生口角厮打，没控制住自己的
情绪，失手把朋友捅死，结果自
己也被判为死缓，2012年出狱
时闫已是40岁的人了，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

闫的父亲便拉着他找到刘
军，让做儿子的思想工作，并寻
求帮助。刘军在做闫某的思想
工作的同时，从闫的生活入手，
联系街道办民政所，根据相关政
策，优先考虑其低保。又根据闫
某回来后没有住处，其父母年纪
大了，还有弟弟一家也跟着父母
生活，确实不便，就又联系区住
房办，帮其申请到一户廉租房。

闫某现是一名出租司机，他
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现
如今，闫某已经结婚，小日子过
得美美满满。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2019年 1月，刘军被司法部授
予“全国模范司法所长”荣誉称
号；2019 年 7 月，被驻马店市
委、市政府授予“金牌调解员”荣
誉称号。

李海杰，驻马店市
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他团结带领中
队民警，在化解矛盾、打
击犯罪等方面做出了突
出贡献。

化解矛盾显身手

2014年5月的一天
早晨，李海杰接到警情
通报，顾不上刚刚熬夜
加班的疲惫，和同事驾
车立即出警。

在驻马店市贸易广
场汽车站警情现场，李
海杰见到报警人。报警
人张某和王某系上蔡县
人，二人因相邻权纠纷
积怨很深，为此多次大
打出手，对簿公堂。

因张某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至驻马店市中
级人民法院。这次二人
从乡下乘坐公交车到市
区参加庭审，结果二人
在下车时再次发生争
执，并引发肢体冲突。
冲突中，张某的右手拇
指骨折，张某称被王某
打伤，王某坚称系张某
殴打他时造成的。

李海杰迅速开展现
场调查。由于当时下着
大雨，同车乘客都急着赶
路，张某和王某是最后下
车，没有目击证人。车站
的监控录像，也没覆盖到
案发地点，致使侦破一时
陷入僵局。

李海杰顾不上已经
连续值班 24 小时的疲
惫，一方面让同事把王
某带回派出所调查，另
一方面亲自把伤者张某
送到医院检查、治疗，并
为其垫付了医疗费。

此后，李海杰和同
事立即赶赴张某和王某
户籍地调查，掌握第一
手资料，找准双方矛盾
的根源，有针对性地开
展调解工作。经过几天
的不懈努力，终使双方
握手言和，一场持续数
年的矛盾纠纷得以成功
化解。

打击犯罪本领强

2011 年 5月，公安
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声
势浩大的网上追逃专项
督察“清网行动”。经梳

理，1999年秋发生在驻
马店市贸易广场的一起
伤害致死案中，尚有4名
江西籍犯罪嫌疑人未被
抓获，驻马店市公安局
把这4名命案逃犯的缉
捕工作交给了刚刚被任
命为治安大队一中队负
责人的李海杰。

当时的李海杰，刚
新婚不久。来不及休婚
假的他，带着一名同事
辗转一千多公里来到江
西抚州，克服言语交流
困难，逐个深入逃犯家
中开展工作。经过数天
的努力，逃犯家属由开
始的抵触、不信任到信
赖，开始劝说涉案人员
回来投案自首。眼看时
机成熟，李海杰将涉案
人员家属聚集到一起，
自费请他们吃饭，并不
失时机地向他们讲解相
关法律法规，彻底打消
他们的顾虑。在李海杰
的努力下，4名涉案命案
逃犯先后主动投案自
首。为此，河南省公安
厅给李海杰荣记二等功
一次。

近年来，食品、药品
领域犯罪屡禁不止。本
着什么领域犯罪突出就
打击什么的原则，李海
杰从零星线索查起，先
后辗转安徽、江苏、山
东、河南、湖南、广西和
湖北等省市，行程上万
公里，历时10个月，侦破
了公安部督办的“陈某
某、侯某某等生产、销售
假药案”，成功打掉了这
一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
份涉案金额 2000 余万
元的特大生产、销售假
药的犯罪团伙，捣毁制
售假药窝点5处。为此，
省公安厅专门发来贺
电，公安部将此案定为
全国打击食品药品犯罪
十大精品案件。

据不完全统计，李
海杰从警以来，先后参
与侦破“王某某等家族
式组织未成年人卖淫
案”“崔某等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案”和“陈某某、
侯某某等生产、销售假
药案”等各类刑事案件
80余起，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嫌疑人600余人，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 2000
余起。

本报驻马店讯 汝南县检
察院深挖和完善检察机关涉黑
恶案件专业化一体化办理机制，
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至11月底，该院受理审查逮捕
涉恶案件11件 32人，逮捕30
人；受理涉恶起诉案件9件33
人，起诉8件27人；受理涉黑起
诉案件2件5人，起诉21人。

在强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工作中，该院坚持严格依法履行
职责。既与监委、公安、法院等
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
打击力度，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重
大有影响的黑恶案件，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取证；对公安机关
移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黑恶
案件，严格依照逮捕标准和起诉
标准审查把关。对涉案人员较
多、不是一次到案、公安机关分
批移送和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交
织的黑恶案件，主动把握全案，
与公安、法院沟通，搞好程序衔
接，确保一案起诉、一案审理，坚
决防止和杜绝拆分案件、分案处
理等不规范、不严肃执法问题。
与此同时，注重深挖相关线索。
既重视漏罪余犯的深挖，又重视
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注重发现黑恶势力做大成势的
经济基础，成员上一个不少，犯

罪事实上一条不漏，经济上“打
财断血”，政治上打掉“保护伞”。

对于办理的每一起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该检察院坚持做到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
合法，经得起法律、历史的检验。
并结合办案，分析原因，找出社会
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当好党委、政
府的法治参谋，向有关部门提出
改进工作、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社
会治理的检察建议，努力做到办
理一起或一类典型案件，形成一
份调查报告，提出一份检察建
议，完善一项或多项工作制度，
推进一个方面治理。

民警李海杰：

从警以来
抓获各类嫌疑人600余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张润东 李宝宝

金牌调解员刘军——

21年来 年均参与纠纷调解60余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米山 文图

汝南县检察院：强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赖艳阳 牛志敏

2019年1月，刘军（右五）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司法所长”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