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检察理念文化
增强内动力

检察理念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使干警牢
固树立起先进的执法理念与工作原则，正确
理解和把握“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
干警核心价值观，增强践行先进理念和核心
价值观的自觉性、光荣感，增强执法为民的内
在动力。

深化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西华县
检察院对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和深
化，为干警更好地把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实质
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扫除了理解和消化障碍。

忠诚：以忠立业，以诚立德。忠诚是政法
干警的政治本色。对党忠诚，就要“屡遇大事
不糊涂”；对国家忠诚，就要“盛于内，贲于外，
形于四海”；对人民忠诚，就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对宪法和法律忠诚，就要努力践行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民：以为为要，以民为本。为民是政法
干警的宗旨理念，是政法干警干事创业的根本
动力，是政法干警恪尽职守的毕生追求。执法
为民就要做到“想问题：常问人民需要不需要；
干事情：常问人民答应不答应；创佳绩：常问人
民满意不满意”；就要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时刻牢记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就要
把工作当事业干、当日子过，绝不让工作因私事
而延误；就要把工作做得不可替代，绝不让工
作因马虎和草率而纰漏百出。

公正：以公促和，以正促明。公正是政法
干警的神圣职责。公正执法就要固守“理性、
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把重事实作为
夯实公正的基础，把重证据作为掌控公正的
关键，把重程序作为守护公正的保障；就要有

“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决心和信心以及
“我承办、我签字、我负责”的勇气和担当。

廉洁：以廉养心，以洁养身。廉洁是政法
干警的基本操守，是检察职业道德的重要要
求，是公正执法的重要保证。

创新工作理念。提出了“和而求是”、“自
明省内，释明和外”、“守中于心，用中于民”的
工作理念。

“和而求是”，就是立足于和谐，以理性之
思维，平和之心态，规范之行为，文明之方式，
公正之标准，在执法办案中贯彻实事求是的
思想，实现法律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

“自明省内，释明和外”，知己之长，晓己之
短，思学识之精进，长执业之才术，尽论理说法
之责，明执法因果之道，释民之惑，慰民之愿。

“守中于心，用中于民”，镌信仰于骨髓，
融忠义于血脉，在执法为民的实践中，不动
摇、不变通、不走样地贯彻“中”之“忠诚、中
正、中和、适中”的思想。

深化执法理念。“理性：坚持原则，情理
交融；平和：威不失和，法不失德；文明：有礼
有节，不卑不亢；规范：严格严明，有理有据”、

“重事实：夯实公正的基础；重证据：掌控公正
的关键；重程序：守护公正的保障”。

建设检察环境文化
增强凝聚力

建设寓意深刻的门户文化。设计了开放
式门户，以彰显检察机关公开、透明、便民、利
民的服务观念；庭院入口处设计了外圆内方形
花坛，寓意为人处世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统一；长城状卧碑立于花坛中央，寓意以钢铁
长城般的意志惩腐肃贪；卧碑内侧方形水池，
寓意执法办案如水之清澈明净、平和自然。

建设庄重典雅的庭院文化。建设了爱民
广场，汉白玉升旗台矗立于广场中央，徜徉其
间，“三个至上”的职业信仰洋溢心头；两侧文
化橱窗，日读日新，日思日进；天平状办公楼，
体现“法不阿贵、律不欺民”的职业精神；主题
墙“和而求是”和门厅两侧“自明省内释明和
外，守中于心用中于民”的楹联交相辉映，意
蕴深长；大堂内四个灯箱闪亮着我们对职业
道德的思考——“忠诚：忠以立业，诚以立身；
公正：公以慰民，正以固本；清廉：清以涵性，
廉以养心；文明：文以化人，明以促和”。

建设图文并茂的楼道文化。把对检察官
职业道德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体悟，制作
成150块精美的版面，布置在楼道两侧，如在自
侦部门布置“反特权思想：不让人民寒心”、“反
霸道作风：不让百姓骂娘”、“反雷人官话：不让
群众憎恶”，在控申科布置“信访：信任的访
问”、“释明：息诉的良方”、“回访：感激信访人”
等特色版面，干警耳濡目染，思想在环境熏陶
中得到升华，行为在无声教化中得到规范。

建设发人深省的户外文化。精心筛选了
通俗易懂、含义深刻的100余幅预防职务犯罪
宣传图片，在院门前街道上精心构筑了“反腐
倡廉公益广告两条街”，过往行人于举首驻足
之间受到警示教育。

建设检察机制文化
增强执行力

检察机制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
体制，建立健全制度，整合人力资源，研究破
解发展难题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并不
断地总结整理，使其固化于制，并通过科学运
行，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率效
果，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建立“选人用人”机制，使一大批年轻有
为的检察干警脱颖而出。

创立司法警察办案协作机制。2007 年，
该院作为唯一的基层院代表出席全省法警工
作会议并作了经验介绍，2009 年省院宣传处
和河南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法警出击》节目，
对该院法警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

创立“书面答复信访人”机制。该机制先
后被高检院以《河南省西华县检察院书面答
复信访人制度效果好》为题编发专题简报，被

《河南省检察机关书面答复来访事项暂行办
法》推广，被高检院《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
定》吸收为重要制度条款。

创立“检委会在线审议”机制。该机制被
高检院《检察研究参考》刊发，并作为 2010年
11 月 22 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检委
会工作会议上的经验材料。2011 年 4 月，全
市检察机关检察委员会在线审议工作机制推
广现场会在西华县检察院召开。

创立“检察人员综合素能自我评价”机
制。该院出台了《西华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创
建检察人员综合素能自我评价体系的意见》，
依据《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检察官职
业行为基本规范》等文件精神，分心理素质、
职业道德和执业能力三个方面，建立了综合
素能自测题库，使干警通过酝酿做题和深入
分析，实现自我评价、自我认知。

建设检察行为文化
增强公信力

检察行为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确立检
察人员正确的检察行为理念、规范的检察行
为模式、良好的检察行为习惯，使之符合

《检察官职业道德》的要求，符合《检察官职
业行为规范》的要求，进而提升执法效果、

职业形象和执法公信。
检察党建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建立健全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党员管理体系，强化
党员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党员干部
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能力，树立新时期党员
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建立了“下访帮扶”长效工作机制。该院
党组出台了《在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下访帮扶
工作的意见》，党员大会通过了《党员下访帮扶
工作实施办法》，既实现了检察工作与群众工作
的有机结合，又解决了检察机关基层党建薄弱
的问题；既解决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不经常不
到位的问题，又深入推进了社会管理创新。

“想不到我这种人人都看不起的人还会
被人不厌其烦地关心和帮助，以后真得好好
做人了，不然对不起高检察官。”这是一位被
帮扶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在和本村村支书交谈
时所说的一段话。

去年 8 月 17 日，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高
喜玲和她的同事朱金玲、陈淑华一起去他们
所包的艾岗乡进行下访。他们这次访问的当
事人是一名惯偷，两次都因犯盗窃罪被判
刑。现刚出狱不久，他已 40多岁，还未成家，
和80多岁高龄的父母一起生活。

村干部把这名惯偷说得一无是处，高喜玲
和她的同事却抱着极大的希望走进了这名惯偷
的家中，只见他蹲在地上，正在帮年迈的母亲择
韭菜。这一情景让人看着温馨，让高喜玲和她
的同事找到了对他进行帮扶的切入点和希望。

“你可是个孝子啊。”一句亲切的开场
白，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短短几十分钟的交
谈中，这名惯偷耐心地听着，低头不语，眼
眶里不时闪着泪花。他含泪说：“为了年迈
的母亲我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感谢你们
关心我，帮助我。”

“能交上检察院南艳菊妹妹和吴晓新大
哥这样的朋友，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这是一位帮扶对象对记者说的话。

西华营村村民吴爱梅因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入狱。其丈夫早逝，儿子陈建
伟和女儿陈月在村里照顾着家里的门店。去
年8月，西华县检察院检察官南艳菊和吴晓新
接帮扶任务后，来到吴爱梅家。陈月一开始
抵触情绪很大，南艳菊并没有急于向她讲明
法律问题，而是从女性角度关心陈月的生活。
三天后，南艳菊和吴晓新再次下访，通过与陈
建伟沟通得知，周围人的歧视让他们无法承
受，兄妹两人到了适婚年龄却无人提亲。南
艳菊鼓励兄妹俩不要活在别人的目光里，要
树立信心。临走，南艳菊嘱咐陈建伟要照顾
好妹妹，同时还答应帮他和妹妹陈月解决“实
际困难”——介绍对象。

自去年3月开展下访帮扶工作以来，该院
已对全县 263 名案件当事人进行了帮扶，与
300 多名村干部进行了沟通交流，与 3000 多

名群众进行了谈心交心，对全县 21名社区矫
正人员实现帮扶监管全覆盖，防止了脱管漏
管情况的发生。

建设检察廉政文化
增强免疫力

检察廉政文化建设，打造一支廉洁自律
的检察队伍，将廉政认识变成廉政意识，将廉
政意识变成廉政制度，将廉政制度变成廉政
机制，进而使廉政机制转化为廉政行为，形成

“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氛围。
丰富廉政文化内涵。该院出台了《关于

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确立了“教育思廉、制
度促廉、监督保廉、文化兴廉”的廉政文化建
设思路，从“权：荣辱双刃剑；财:贪者的纸钱；
色:迷者的陷阱”、“慎: 慎独、慎微、慎友；控:控
言、控行、控欲；省:省昨、省今、省深”、“清:无
污浊之染；廉:无噩梦之扰；静:无得失之惑”等
三个方面，对廉政的认识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形成了以“清以涵性、廉以养心”为核心内容，
以“廉当淡定：静在心不在境；廉当善政：枕着
良心入眠；廉是界碑：走好人生每一步”为要
求，具有鲜明特色的检察廉政文化。

建设廉政文化展厅。为增强廉政教育效
果，该院利用通往职工食堂的长廊和食堂外
大厅布置了廉政文化展板，营造了尊廉崇廉
的浓厚氛围。展厅分为听廉、话廉、廉花、歧
途、忏悔、恒铭六部分，彰显“清者纯粹、廉者
浩然”之精神。该院被市纪委确定为廉政文
化进机关精品示范单位。

弘扬传统文化艺术
增强感染力

弘扬传统文化艺术，让干警在重温革命
历史、践行先烈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中，增进感情，增长才干，振奋精神，鼓舞斗
志，开阔视野，励志前行。筹建了图书室、文
化活动室、荣誉室及健身房、运动场，建设了
文化长廊、廉政展厅、国学广场等文化建设场
所，潜移默化地陶冶干警情操，激发工作热
情，营造生机勃勃的干事创业氛围。

为加大活动组织力度，整合资源，该院成
立了“一团五会”：“一团”，即文艺合唱团，由院
文艺骨干组成，重大活动及重大节日都能随时
安排组织节目；“五会”，即文学协会、书法协会、
体育协会、摄影协会，红白理事会。几年来，该
院组织开展和参加了省、市的诸多文体比赛活
动，获得了多个奖项；参加省、市院组织的书画、
摄影大赛和演讲比赛，分别获得组织奖、三等奖
和优秀奖；2009年至2011年连续三年荣获全
县群众歌咏比赛金奖第一名，成功举办了纪念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和谐检察”
文艺会演，受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省检察院
检察长蔡宁在
周口市委书记
徐光、市检察
院检察长禹星
轸陪同下调研
西华县检察院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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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文化生根 检察事业腾飞
——西华县人民检察院文化建设纪实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国省/文图

几年来，西华县检察院的检察文化建
设，如春风化雨般渗入干警心田，在检察园
地中开花结果。该院各项检察工作在全市
检察机关历次年终考评中名列前茅，连续四
届保持了省级“文明单位”称号，被省检察院
授予“全省基层‘四化’建设示范院”称号，被
省委表彰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被高检
院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和“检察文
化建设示范单位”，实现了西华检察事业的
历史性跨越。

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的灵魂，是检察事

业发展的根本动力。2008年3月，西华县检察
院出台了《西华县人民检察院和谐检察文化
建设意见》，确立了“文化育检、文化固检、文
化兴检、文化强检”的发展思路。院党组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全员参与、因地制宜、继承创
新的原则，不断探索检察文化建设的载体、机
制，有力地推动了该院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2010年11月2日，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到
西华检察院视察时评价说：“西华县检察院的检
察文化是在创造，是对检察职业道德的大思考，
让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很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