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矫正是一项原则性、程序
性很强的工作，在管理中必须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有据可查，必须有一套
完整的制度作为保障。”杜薇经常这
么说。为此，多少个夜晚她都守候在

电脑旁查阅信息、学习制度法规。凭
着顽强拼搏的韧劲，小到法律文书的
设计与填写，大到法律规范和制度流
程，她都熟记于心。

在社区矫正工作初步起步、许多
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她积极
探索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一方
面，突出法律严肃性，将入矫宣告、见
面谈话、集中教育、社区服务、解矫宣
告等各个环节公开化、准法庭化、威
严化。另一方面，完善规章制度，相
继建立了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衔接、社
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分级监管、学
习教育、请销假、档案管理、奖惩考核
等制度，实现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有
效管控。

在管理上，杜薇一向秉持严谨细
致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为了更好地
解决社区服刑人员不怕社区矫正的
问题，她一方面为社区服刑人员组建
矫正小组，通过各种途径向社区服刑
人员讲清道理，晓以利害；一方面联
合公证员对不服从管理的社区服刑

人员上门警告，告知他们处罚后果并
现场公证。这样的联合行动极大震
慑了社区服刑人员，也为社区矫正工
作立了威、开了路。

社区矫正工作不仅要用法去管
理，也要用情去感化。杜薇常说：“虽
然社区服刑人员犯了错，但他们有享
受健康的权利，也理应受到我们的关
爱。我们要用这种关爱去影响和感
化更多的服刑人员，使他们早日改邪
归正，融入社会。”受到杜薇这种思
想的引导，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自
觉坚持人性化管理，注意因人施矫、
分类管理，传输正能量。在她的教育
感化下，社区的服刑人员冒险抢救了
7名被暴雨围困的老人。他们的积极
转变，让杜薇感到无比的欣慰与骄
傲，这是对她工作的最大肯定与回
报。

“社区矫正这条路虽然走得有些
累，但我依然步履坚定。”杜薇说，“在
这条路上，我将尽职尽责、无怨无
悔。”

杜薇:社区矫正路上勇探索

杜薇，1979年 7月出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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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郑玉凤开始从事管教工
作。这一干，就是29年。2013年，劳
教制度改革，在这一背景下，郑玉凤所
在的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迎来了第
一个强制隔离戒毒人员。2015年底，

全省开展吸毒人员“大收戒”活动。面
对戒毒人员数量激增，场所配套难以
负荷的困难，郑玉凤第一个站出来，承
担了收治382名戒毒人员的重任。那
段时间，郑玉凤连续多天奋战在收治
一线，带领同志们成功维护了场所的
安全稳定。

“收进来”是第一步，如何保证“管
得住”则是摆在郑玉凤面前的又一难
题。她带领三大队的同事们攻艰克
难，以安全为底线，以制度为抓手，以
创新为突破，审时度势、努力工作，队
内戒毒人员思想稳定，戒治积极性高，
戒毒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她们总结出
来的“教育转化五步工作法”也被推广
至全国。

“妈妈，我会像你和郑阿姨期望的
那样，堂堂正正做人……”读着儿子的
来信，戒毒人员王某不停地抹着眼泪。

郑玉凤介绍，王某入所后，行为反
常，脾气暴躁。经过深谈，郑玉凤了解
到王某的丈夫在监狱服刑，儿子犯罪判
刑后不知道去了哪所监狱。郑玉凤经

多方查证，获知王某的儿子被送入河南
省郑州市未管所服刑。“孩子怨我和他
爸没有责任心，导致他误入歧途。”王某
说。在郑玉凤的鼓励下，王某坚持给孩
子写信，最终母子俩冰释前嫌。

做好管教工作，郑玉凤自有一套：
一定要本着“尊重人、信任人、塑造人”
的观念，用平等、尊重和爱心去打开每
个戒毒人员的心扉，用真心的关怀帮助
她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大家常说，忠孝不能两全。玉凤
不但工作做得好，更是个孝顺的好女
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治处主
任王华栾和郑玉凤共事多年，对她称
赞有加。

郑玉凤的父母和婆婆都跟着她一
起生活。就算工作再辛苦，郑玉凤每
天早上都会五点起床，准备好早饭，伺
候老人洗漱。父亲患病瘫痪后，郑玉
凤更是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半
夜起来给父亲换洗、清理。“虽然辛苦，
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充实、很圆
满。”她说。

郑玉凤：心怀大爱敢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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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光录，1957年 5月生，新

野县王集镇徐埠口村农民。河

南省十杰民间表演艺术家，河

南省第一届“十大法治人物”，

南阳市第二、三届人大代表。

符光录从小酷爱曲艺，曾任镇曲
艺队队长。20多年来，符光录不计报
酬,深入农村宣传法律知识,在豫鄂两
省农村巡回演出1500多场,观众达百
万人次，解决民事纠纷 80多起，受到
群众欢迎。

邻居们说，符光录在农村算是一
个聪明人，脑瓜子灵，看啥学啥，一学
就会。当他想组建普法说唱团后，就
瞒着家人贷款 3100 元买道具服装，
又从县司法局找来大量法律法规资
料。

用说唱的形式让乡亲们多懂点法
律知识，刚开始还真有点难把握，符光
录说，唱法律要有戏味，又不能离开法
律这个谱，写得死板了，就变成村干部
念文件，写得离谱了，会使法律政策成
儿戏，这事难着哩。他认真学习法律
法规和党的政策，把有关法律知识像
背唱词一样背得滚瓜烂熟。

排练几个月后，符光录带着介绍
信，骑上自行车，驮两个竹篓子，上路
了。第一场演出就在城郊乡张楼村。
那天晚上，符光录自编自演的单口相
声《三妯娌谁养爹》、评剧《结婚风波》、
小品《超生者的悲剧》等赢得了群众的
阵阵掌声。

第一场演出的成功增加了符光录
的自信，“一人普法说唱团”也在乡间

不胫而走。
符光录外出不光演戏，还要创

作。他以农村生活中的案件为原型，
结合法律知识，编排了单口相声、新故
事、评书等形式的法治文艺作品70多
个，做到创作、编剧、演出内容和表演
方式常演常新，内容丰富。围绕移风
易俗、破除迷信，红白喜事简办等内容
编排了《技术彩礼》《王瞎子算命》，在
县乡评选文明户、小康户、五好户、守
法户活动中，他巡回演出了《挂牌记》
《家华致富帮大家》；冬季农田水利建
设，他编写了《工地上的婚礼》《志愿捐
款8万元修水闸》等，使群众在娱乐之
中受到法治教育。

符光录常年在农村演出，为了不
给当地找麻烦，符光录就自带行李，睡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

南阳市两级司法局对符光录的普
法活动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符光录说：“有了政府的支持，我的干
劲越来越足了，我要将艺术生命深深
扎根在农村。”

符光录：一个人的普法团

1991年 6月，肖永华从河南大学
毕业后，进入省豫南监狱工作，此后
就一直在医疗卫生岗位上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1998年，他在治疗一名长
期高热服刑人员时，首次发现艾滋病
服刑人员。2004 年，作为监狱医院
院长的肖永华提出由监狱医院集中
管理艾滋病服刑人员。经过几年摸

索，豫南监狱探索出一条艾滋病服刑
人员集中管理的新路。

2011年，省监狱管理局决定在豫
南监狱成立特犯监区，集中关押全省
监狱的艾滋病服刑人员，肖永华兼任
监区长。艾滋病服刑人员普遍具有
自卑、恐惧、绝望的心理，集中关押无
经验可循，加之社会“谈艾色变”，管
理艾滋病服刑人员的难度可想而
知。特犯监区成立之初，肖永华率先
脱下防护服走进监舍，与艾滋病服刑
人员零距离接触，帮助艾滋病服刑人
员树立信心。

艾滋病服刑人员既是犯人又是
病人，医身与医心同样重要，二者并
重才能重唤他们对生活的信心。从
全体服刑人员的入监筛查，到定期检
测每名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病毒载量，
肖永华都亲力亲为，不漏一人。在对
艾滋病服刑人员治疗时，他把当地最
好的专家请进狱内，和专家一起商
讨、制定所有艾滋病服刑人员的治疗
方案。

20年来，艾滋病服刑人员服用抗
病毒药物依从性达100%，死亡率远低
于社会同期水平。20年来，该狱累计
收管艾滋病服刑人员500余名，治疗危
重艾滋病服刑人员71人，把26名艾滋
病服刑人员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在与艾滋病服刑人员朝夕相处
中，肖永华时常开导他们，想法救助家
庭困难的艾滋病服刑人员。

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管理是一个新
课题，肖永华提出并实施了艾滋病服
刑人员集中关押医学管理模式。通过
实施这种管理模式，有效管控了艾滋
病服刑人员，降低了重新犯罪率。

多年来，肖永华起草制定了《艾滋
病防治管理规定》等20多项艾滋病服
刑人员管理制度，对艾滋病服刑人员
的日常管理、行政奖惩、营养保障、病
情追踪等予以规范，治疗有效率达
95%以上。20年来，肖永华坚持严格
廉洁执法，依法合规办事，共办理艾滋
病服刑人员保外43人次、减刑507人
次，无一差错。

退休22年来，牛丙午仍然从事司
法行政工作，在法治一线进行人民调
解、法律服务、普法宣传，为基层民主
法治建设工作奔忙。

“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我要用
积累的知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牛丙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1998年，他开始办《法律与生
活》黑板报，每10天出一次，内容都是
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

识和法律小故事。他把黑板报上的内
容选编两本《公民学法 100例》，自费
印刷 2500 多本，无偿发放给全市的
1000多名人民调解员。

从2002年到2017年，牛丙午调解
民间纠纷 3000 多起，调解成功率达
96%以上。他总结编写了《人民调解实
务讲座》《调解方法技巧》和《继承法读
本》《常用实用法律常识》以及法律宣传
资料等20余本，自费印刷35000多册，
在全市各级调委会中广泛使用。

近10年，牛丙午每年都要组织人
员走街道、上集市，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30000份以上。他还开展“法律进村”
活动，进行法律咨询、法律宣传、排查
矛盾、现场调解纠纷等。

每一届村级换届选举，他都要为
部分乡镇的村委会成员进行培训。
2015年，他撰写了《村民委员会应摆
正自己的位置》一书，阐述了村委会与
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民会议的
关系以及村委会与乡镇人民政府的关
系。他把这本书送给了站街镇 20个
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2014年 6月，巩义市委组织部依
托站街镇社会法庭，以他的名字成立
了“牛丙午党代表工作室”。工作室成

立3年多来，牛丙午调解民间纠纷271
件，接待群众来访和解答法律咨询
312起765人次，收到群众来信11封，
答疑解惑为群众解决了大量的法律难
题。为了解决农村存在的侵权现象，
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党代表工
作室向党委、政府写报告 12份，向组
织部门和民政、城建部门转呈处理报
告6份。党代表工作室还通过各种措
施防止激化案件6起，劝阻上访案件4
起，避免民转刑 24起，减少诉讼案件
21起，真正起到了“连心桥”的作用。

牛丙午说：“今年我已经83岁了，
虽然老了，但身体依然硬朗，思维依然
清晰，只要组织需要，我就要发挥余
热，一直干下去。”

致敬我们身边的致敬我们身边的““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

日前日前，，由司法部主办的由司法部主办的““守望初心守望初心———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评选评选

活动结果揭晓活动结果揭晓，，省豫南监狱十五监区监区长肖永华省豫南监狱十五监区监区长肖永华、、新野县王集镇徐埠口新野县王集镇徐埠口

村村民符光录村村民符光录、、清丰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尹江波清丰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尹江波，，分获分获““最美监狱人民警最美监狱人民警

察察”“”“最美普法人最美普法人”“”“最美法律援助人最美法律援助人””称号称号，，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

郑玉凤郑玉凤、、三门峡市陕州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主任杜薇三门峡市陕州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主任杜薇、、巩义市站街镇调巩义市站街镇调

委会人民调解员牛丙午获委会人民调解员牛丙午获““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特别提名奖特别提名奖。。

我省获奖的我省获奖的66名法律服务人名法律服务人，，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都在本但都在本

职岗位上展示了我省法律服务人的风采职岗位上展示了我省法律服务人的风采。。从他们身上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见了我们不仅看见了

我省法律服务人对法治信仰的坚守我省法律服务人对法治信仰的坚守,,更感受到了河南司法行政事业的新更感受到了河南司法行政事业的新

跨越跨越、、新发展新发展。。

从2002年开始，尹江波一直从事
法律援助工作。刚从事法律援助工作
时，清丰县的法律援助刚刚起步，可以
用“三个一”来形容她当时的工作环
境：一间办公室、一套桌椅、一个人。
工作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尹江
波心里一片茫然。

在尹江波的带领下，清丰县法律
援助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法律
援助案件逐年增多；法律援助中心
建成了标准化的法律援助接待室，
成立了濮阳市第一个交通事故法律
援助工作站，在看守所设立了濮阳
市第一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清丰
县法院立案大厅窗口设立法律援助
律师值班办公室；在武装部、妇联、
残联、17 个乡镇设立了法律援助工

作站，504 个行政村设
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点，
对全县 504 个村联络员
和 17 个乡镇工作站进
行 了 法 律 援 助 知 识 培
训，有效地扩大了法律
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形
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覆盖全县的法律援
助服务网络。

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
命线”。清丰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了
由社会律师和专职律师组成的卷宗
评估小组。她参考法律援助案件质
量评估标准，从形式上和实体上对
案件的办理、卷宗材料的制作，制定
了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受援人满意
率达到 100%。“没有案件质量，何须
法律援助！”她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执
着和担当，感染着办案律师，影响着
同事，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受援人的
信任。

多年来，她坚守原则，锐意进取，
大胆探索，保障了办案经费的规范使
用和办案质量的有效提高。

尹江波任劳任怨，扎扎实实带领
法律援助中心一班人，全心全意为受
援人服务，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
困难群众的心坎上，把法律援助发展
成为清丰县的金字招牌。2016年，清
丰县法律援助中心顺利通过省级优
秀法律援助中心复验，中欧法律援助
项目评估小组在清丰调研时给予了
高度评价。2017年 3月，司法部在广
州召开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
法律援助早期介入研讨会，她在会上
做了典型发言。

肖永华：坚守抗“艾”20年

肖 永 华 ，1968 年 11 月 出

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1

年参加工作，现任省豫南监狱

十五（医院）监区监区长。

尹江波：无私奉献显真情

尹江波尹江波,,19731973 年年 66 月出生月出生，，

现任清丰县法律援助中心主现任清丰县法律援助中心主

任任，，先后获得先后获得““全省司法行政系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工作者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法律援助全国法律援助

先进个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等荣誉称号，，所在单所在单

位获得位获得““全省优秀法律援助中全省优秀法律援助中

心心””等多项荣誉等多项荣誉。。

牛丙午：永不退休的调解员

牛丙午，1935年 9月出生，

1995 年从巩义市司法局退休，

现任巩义市站街镇调委会人

民调解员、社会法庭庭长、基

层党代表工作室驻室代表。

“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 “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特别提名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欣孙欣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连欣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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