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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
河南日报
金水河客户端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王姝峰 朱盼月

有这样一位女儿，她对自己的父母
满心愧疚；

有这样一位妻子，她对自己的丈夫
充满抱憾；

有这样一位妈妈，她对自己的孩子
深感亏欠；

……
她，是谁？她，就是郭静，开封市祥

符区检察院未成年刑事检察官。她的工
作就像五味瓶，虽然有苦、辣、咸、酸的劳
心之感，但也不乏甘甜怡人的提神之力。

记忆苦苦的

2014年 2月至 11月期间，时年 15
岁的王某多次对同村14岁的李某实施
强奸行为，致使其怀孕。祥符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以强奸罪判处王某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一审判决后，郭静认
为本案被告人原判量刑没有充分体现
从重从严情节，应当纠正。提请抗诉就

意味着王某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可能面
临更重的惩罚，简单服从就意味着可以
早早结案，是进是退?郭静矛盾了很久，
最终她做出了忠于法治的选择。2015
年8月31日，被告人王某因强奸罪由原
审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改判为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抗诉成功了，郭静内心并不轻松，
“在乡村有不少辍学的孩子，帮助他们更
好地成长，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眼睛辣辣的

“噗通”一声，小珊（化名）妈妈跪在
了郭静面前。小珊系祥符区某中学学
生，2015年3月14日，13岁的小珊与发
生过矛盾的女同学再次发生争执。不
敢告诉家长的小珊就向承诺可帮她出
头的王某求助，曾因聚众斗殴服过刑的
王某很快来到现场将对方教训了一

番。随后王某提出以发生性关系为回
报，当日分两次以胁迫手段与小珊发生
性关系。事后，小珊父母找到了承办检
察官郭静，一见面就双膝跪地含泪控
诉。最终，王某得到了应有惩罚，被从
重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面对案情，郭静的眼里有对恶魔更
火辣辣的鞭笞。“我们要狠狠地打击犯
罪，加强未成年人性安全教育，最关键是
要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于一体的全面保
护网，护佑孩子们安全健康地成长。”

汗水咸咸的

6月 1日下午 1：30，郭静准时从祥
符区院出发，目的地是 60里之外的仇
楼一中。下午2：45，郭静的第209场普
法课准时开讲。郭静以《“法”作绿荫护

“栋梁”》为题，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再
现+互动有奖的方式，为在场的 900多

名中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课
后，人群中传出了一个女生清脆的请求

“阿姨，您跟我们一起到教室把您的电
话写到黑板上吧！”于是，郭静在孩子们
的簇拥下来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自
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六月的雨后，天
气闷热。被孩子们团团围住的郭静更
热，但她的内心是清凉的。

腿脚酸酸的

“谢谢你对俺孩儿的帮助，原先他
总爱惹事儿，现在大变样，地里家里的
活儿没少出力！”小俊（化名）的父亲欣
喜地对第六次登门的郭静说。

今年17岁的小俊在上海一家饭店
打工期间，因和服务员发生矛盾，便叫上
同事持棍将其打成轻微伤。考虑到小俊
是未成年人，认罪态度较好，上海青浦区
检察院联系了其户籍所在地的祥符区检

察院，两院达成共识决定对小俊开展跨
省异地帮教。近50天的时间里，郭静通
过电话联系、面谈沟通等形式对小俊进
行帮教，帮助他顺利回归社会。

从50里地之外的小俊家赶回单位
已经是下午 3：20了，疲惫的郭静连连
打着哈欠，腿脚也像散了架一样。

心里甜甜的

“阿姨，今天俺经理在晨会上夸我
工作积极，表现很不错……”6月 15日
上午一通来自上海的电话，把郭静的思
绪拉到了4年前。

2012年刚满 16岁的少年小海（化
名）连续实施盗窃过程中被警方当场抓
获。通过了解，得知小海幼年时父母因
不堪生意失败的重负先后自杀身亡。失
去双亲的小海渐渐沾染了盗窃恶习。面
对这个身世可怜的少年，郭静一方面积

极与法院沟通，建议对小海进行轻罪处
理。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小海联系工作。
最终法院从轻判处小海拘役两个月，罚
款1000元。服刑结束后，即将到上海开
始新生活的小海来向郭静道别。临别
时，郭静把自己兜里仅有的200元钱塞
到小海手中。现在的小海逢年过节，都
会给郭静打电话“汇报”近况。

郭静其人，就是这样，未检事业中任
何看似微小的工作，在她眼中，都是一个
个重要的关口。用心去守护每一个涉世
未深却涉事其中的孩子，对她来说，就是
未检工作馈赠予她的最好的幸福。

一名未检检察官的“五味瓶”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
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在未
来 5年内，通过有效控制出生缺陷和
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减少伤
害致残等具体行动，有效减少和控制
我国人口从出生到老年每个阶段的残
疾发生、发展。

“这是我国首个在残疾预防领域的
国家级规划，有助于应对我国社会当前
面临的健康挑战。”中国残联有关负责
人说，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遗传性、先天性残疾尚
未有效控制；慢性病、精神障碍、意外伤
害等导致残疾的风险又在显著增加。

针对这些问题，《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要积极推进婚前医学检查，实施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做好产前筛查和诊断。
同时，普遍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
儿及儿童残疾筛查率达85%以上，干预
率达 80%以上，并逐步扩大疾病筛查
病种和范围；全面实施国家免疫规划，
继续将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
致残性传染病的疫苗接种率维持在较
高水平，适时调整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疫苗种类。有效控制地方性疾病，加
强慢性病防治和精神疾病防治。

根据《行动计划》，我国将推进残
疾预防综合试验区试点，加强对残疾
预防基础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究，建
立统一的残疾报告制度，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等提升残疾预防大数据利用能
力，及时掌握残疾发生的特点特征和
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9月 6日电 9月 6
日15时，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甘肃
省近期严重旱灾给受灾群众造成的生
活困难，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
和指导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据甘肃省民政厅报告，今春以来，
甘肃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雨，定西、
天水北部、白银等地降水量偏少 8成
以上，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土壤失
墒严重，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减产绝

收，人畜饮水出现较大困难。截至 9
月 6日统计，旱灾已造成定西、陇南、
天水、平凉、白银等10个市（州）54个
县（区）622.2 万人受灾，120.1 万人需
生活救助，农作物受灾面积977.2千公
顷，饮水困难大牲畜4.5万头（只），直
接经济损失36.2亿元。

严重旱情发生后，甘肃省减灾委、
民政厅启动Ⅲ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
多个工作组深入白银、平凉等地核查
灾情，下拨2800万元旱灾救助资金。

国办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年）》

致力降低中国人致残风险

就甘肃省严重旱灾

国家有关部委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9月5日，一名志愿者在里约残奥会主新闻中心内接待媒体注册。当日，位
于里约奥林匹克公园的残奥会主新闻中心正式开放，里约残奥会将于当地时间
9月7日开幕。 新华社发

里约残奥会主新闻中心开放

初秋九月，钱江潮起。世界的目
光聚焦“G20杭州时间”。

出席13场会议活动，发表11次演
讲致辞，同27位外方领导人会晤……
80多小时密集日程以分钟计算，习近平
主席为峰会顺利举行作出的贡献，赢
得各方高度赞赏。

总揽风云、运筹经纬，
中国主张世界回响，大国
外交结下金秋硕果

一年之前，习近平主席用谚语“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向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发出邀约——2016年 9月，我将
在西湖之畔欢迎各位。

各国政要宣布出席杭州峰会的消
息纷至沓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缺
席。

G20为何选择中国？
8年前，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在

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应运而
生，各成员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把正
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
复苏轨道。

当世界经济再次走到关键当口，
风险挑战重重依旧。

中国，无疑在关键当口发挥着关
键作用。

一张“全家福”，将杭州峰会的盛
况定格在历史相册中。

4 日下午 3 时，钱塘江畔的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如扬帆待航的巨轮。
习近平主席在这里迎接出席峰会的外
方代表团团长，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
问候，集体合影留念。

与会成员、嘉宾国及国际组织的
35面旗帜整齐排列。习近平主席居
中站立。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照片中
既有老朋友又有新面孔。

老挝、乍得、塞内加尔、泰国、哈萨
克斯坦、埃及，当中国成为 G20主席
国，峰会受邀嘉宾国中来了 6个发展
中国家。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
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盛会。

拉美社评论：“杭州峰会在中国的
领导和经济智慧的指引下进行……致
力于打造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声音，引领着杭州峰会进程。
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提出亲诚惠容、真实亲诚
和正确义利观，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3年多来，习近平主席高瞻
远瞩、运筹帷幄，亲自推动和发展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外交注
入新的活力。

从大国到周边，从国家到国际组
织，从伙伴到兄弟……3年多来，习近平
主席出访22次，行程相当于环绕地球
飞行10圈，在国内同100多位外国元
首、政府首脑会谈会见，亲力亲为打造
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将中
国的“朋友圈”越做越大。

风雨同舟、兼济天下，
中国主动作为践诺守信，彰
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各方嘉
宾就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全
球经济金融治理，国际贸易和投资，包
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以及影响世
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深入交换看
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总结致辞，
用“五个决心”显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
的共同意志。创新增长蓝图、全球贸易
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支持非
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全球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一个个
实实在在的成果、一份份沉甸甸的文
件，无不凝聚着中国理念、中国倡议。

历史必将铭记——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

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
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
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
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
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
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
能更美好。”

这是和衷共济的大国担当，是兼
济天下的世界情怀。

3日下午5时30分，习近平主席起
身向前，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

书正式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

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率先签署
了《巴黎协定》。中国向联合国交存批
准文书是中国政府作出的新的庄严承
诺。”习近平主席这样说。

胸怀世界，心系天下。从气候变
化到联合国维和，从非洲十大合作计
划到“一带一路”建设，在关乎人民福
祉和人类未来的问题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和行动为世界和平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未来正在招手——
出席杭州峰会之前，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来华访问，宣布了一个重大决
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
拿大由此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
的北美洲国家。

发起成立亚投行，倡导构建“一带
一路”，出资设立丝路基金，成立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一系列具有中国
特色的公共产品，凸显合作共赢、共同
繁荣的东方智慧，逐渐呈现出无限魅
力和吸引力。

习近平主席密集的双边活动中，
“一带一路”频频出现。俄罗斯、澳大
利亚、意大利、土耳其、新加坡、老挝、
沙特等各国政要纷纷表示出对接合作
的强烈愿望。

沉稳睿智、真诚亲和，
中国领导人展现大国风范，
赢得世界尊重

平易亲切、融通中外、人情味浓，
既在习近平主席的致辞中一以贯之，
也在待人接物中处处可见。

4日下午 3时，钱塘江南岸，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二楼迎宾厅内，习近平
主席在这里迎接八方嘉宾。

主人、主场、主持、主导、主张……
随着习近平主席敲下木槌，峰会正式
开幕。每阶段会议开始，习近平主席
先介绍具体议程和中方考虑，接着邀
请各方代表依次发言，衔接紧凑，过渡
流畅。最后，习近平主席总结各方观
点，结束讨论。

杭州峰会既是习近平主席与世界
最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共谋大计的多边

舞台，也是习近平主席与新朋老友发
展友谊的双边场合。

中美元首之间的一次握手，一句
问候，从来都备受世界瞩目。3日晚
上，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结束
3个多小时的高强度会见后，在月光
下散步。

尽管奥巴马即将卸任，但习近平
主席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倾注的
智慧与努力，独具匠心地与美国总统
开创的会晤形式，将长久镌刻在中美
交往史上，留在两国人民记忆中。

之江山水，同样见证中俄领导人
友情历久弥深。

4日上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远
道而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习近平
主席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箱俄
罗斯冰淇淋。

小小礼物，正是中俄元首 3年 18
次会晤，不断巩固信任、加深友情的体
现。惟其如此，中俄领导人才能利用
一次访问时机发表 3 份重要联合声
明，签署近30个务实合作协议。

2日上午至5日夜晚，习近平主席
的行程繁忙紧张、环环相扣。尽管如
此，他仍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做了特殊
安排：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会谈，同埃及总统塞西共进早餐……

真诚相待是习近平主席赢得国际
社会信任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在全球注目下，中国走向世界舞

台的中央。外国媒体评论：习近平主
席展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稳健的外
交风度，坦诚的处事方式，恰与中国日
益提升的大国地位相契合。

两年前也是秋季，风翻白浪，雁点
青天。雁栖湖畔，习近平主席主持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共
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聚共识、
绘蓝图。

一年前，也是9月，中国举行盛大
阅兵，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奏响
和平发展的时代最强音。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犹如钱江潮
起，奔涌向前。

“弄潮儿向涛头立。”中国，站在了
新的起点上……

（据新华社杭州9月6日电）

弄潮儿向涛头立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系列活动纪实

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闭幕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中外记者。 新华社发

9月 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议会大楼外，“脱欧”支持者手举标语呼吁启动
《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开始“脱欧”程序。英国议会下院5日就是否应该举
行第二次“脱欧”公投进行辩论，以回应410多万人的二次公投请愿。此次英国
议会仅就此议题进行辩论，并无决定权。 新华/法新

英议会就二次“脱欧”公投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