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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丁姐姐，你好！”快下班的时候，一
声清脆的问候为正在阅卷的社旗县检察
院未检科干警小丁洗去了一天的疲惫。
她抬起头，发现办公室门口正站着一个面
目清纯的女孩。“是小慧呀，快请进！”小丁
连忙起身把她拉进屋。“小丁姐姐，今天上
午我们学校召开了中考总结大会，会上我
受到了表扬，您看——这是我的奖状，班
级第三名！”多么天真、可爱的女孩呀！然
而，就是这样一个花季女孩，早些时候却
经过了一段雨季沼泽。

那是 2013 年 12 月 11 日，担任县城一
所中学法制副校长的小丁，一上班就接到
自己所驻学校的电话，说是该校九年级的
一名叫郭慧的女生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到
校上课，校方通知家长后，家长称郭慧于
几天前就去学校了。学校急忙派人四下
寻找，但仍然没有郭慧的消息。当时，郭
慧的家长正组织一帮人向校方要女儿，学
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小丁求援。

小丁深知事情的严重性，来不及多想
便骑上电动车赶赴学校。小丁来到该学
校的办公区时，正赶上三四十人叫嚷着拥
向校长办公室：“谁是校长，快把俺妮儿交
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俺孩子，孩子
要是找不到你们学校要负全部责任！”“你
们 的 老 师 不 要 上 课 了 ，都 出 去 给 俺
找！”……

“大家不要吵！静一静！听我说，现
在想办法尽快找到孩子才是当务之急。”
小丁忙说。

众人见小丁身着检服，慢慢安静下
来。

“我是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我会和大
家一起想办法，打听孩子的消息。”小丁沉
着地说道，“我在给孩子们作法制辅导的

同时，为了能和他们亲密交流，专门创建
了一个‘兄弟姐妹’QQ群，只要孩子上线，
我们就有办法找到她。”

众人都说这个办法可行。
随后的几天里，在做好手头工作的同

时，小丁一直关注着平时与学生们交流的
QQ 群。但是，郭慧在 QQ 群内的头像一
直都灰着，这可急坏了一向雷厉风行的小
丁。她一边通过 QQ 群给郭慧留言，对郭
慧进行心理安抚，并告诉她有什么解不了
的难题可以向自己求助，自己随时都会帮
助她；一边请科里的同事们也时刻关注郭
慧的 QQ 号码在线动态，并号召“兄弟姐
妹”群内的好友帮忙打听郭慧的消息。

转眼间，5天时间过去了，郭慧已经与
家人失去联系 7 天了。学校、亲友等各方
虽然也加大力度四处寻找，甚至还报了
警，但一直没有郭慧的消息，这让从事未
检工作的小丁如坐针毡。

初冬的夜晚，寒意袭人，让人难以入
眠。12 月 15 日晚上 11 点左右，小丁在用
手机上网时，发现郭慧通过 QQ 群向自己
发来了临时会话，这让劳累了一天的小丁
倦意顿消。

通过与郭慧的对话，小丁得知，郭慧
是因为和家长顶嘴才赌气出走的，自己临
走时从家里拿的钱已经花光，她现在在郑
州，被一个好心的饭店老板收留。她还说
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也非常害怕，不

敢与家里人联系，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随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小丁通过

QQ 群与郭慧私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对郭慧进行耐心的劝解和心理疏导，最终
解开了她的心结。小丁还特别嘱咐让她
在原地不要动，自己马上就去接她回家。
其实，在得知郭慧当时正在郑州市内的一
个网吧时，小丁就和爱人已经开车飞驰在
了去郑州的高速路上。

“小慧不要怕，我现在就去接你回
来。”“你不要着急，我已经到了方城。”“现
在我已过了平顶山。”“姐姐已到了禹州。”

“小慧不怕，姐姐已过了新郑，现在告诉我
你的具体位置，咱们马上就见面了。”……

一路上，小丁用手机在线与郭慧谈
心，不停地对其进行安抚。

在郑州市内的一个网吧内，小丁终于
见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郭慧。“姐——”这
个离家多日、瘦弱无助的女孩像看到了救
星，一下子就扑进了小丁怀里，放声痛哭。

12月 16日早上 7点钟，当小丁把郭慧
送到家里时，他们一家三口又哭成了一
团。郭慧一家人团聚的场面，让初为人母
的小丁也不禁潸然泪下。从那时起，小丁
的QQ开始24小时全天候在线，随时对孩
子们进行法制教育和心理疏导，随时接受
学生们的求助。她所创建的“兄弟姐妹”
QQ 群也成了她与学生沟通交流的“连心
桥”。

6月30日晚上10点多，温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干警王瑞峰刚执结一个民间借贷纠
纷。吃完饭回到宿舍，他疲惫地一头扎到床
上，并打开手机QQ准备问候一下居住在沁
阳的妻子。

“嘀嘀！嘀嘀！”
刚一打开网络，手机就发出了几声提

示。王瑞峰本以为是妻子的留言，打开后却
见是一个叫“万事随缘”的人加了他。

“你是？”王瑞峰不经意地问了声。当对
方说自己叫“牛强”的时候，王瑞峰忽然想起
了岳村乡西坡村有个叫牛强的被执行人，便

“忽”地坐了起来：“西坡村的？”
“嗯。”对方作了应答。
“你知道我是谁吗？”王瑞峰接着问道。
“我手机上有你的号，你是法院的。”对

方在回答后，停了一会儿说，“我有个心结。”
“说你抚养费的事情吗？”王瑞峰继续问

道，希望这个心结能与案子有关。
“如果能解开我的心结，你从此就不用

跑了。”对方说。
王瑞峰非常清楚，这个案子是2012年申

请执行的抚养费纠纷，被执行人牛强与其前
妻刘欣离婚后，女儿牛莉莉判给了刘欣抚
养，判决书确定牛强每年支付给刘欣抚养费
2000元。去年当他通知牛强时，是牛强的父
亲把钱主动交给法院的。今年，当王瑞峰接
着执行本年度的抚养费时，到牛强家中 5次
都未见到牛强及家人。对于这个案子，王瑞
峰虽急于执结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我很想知道答案，就是本来姓牛
该（改）成姓刘了。”牛强急于表达自己的心
事，这句话发得非常快。

“牛”与“刘”？怀着好奇心,王瑞峰与对
方耐心地聊了起来。因为牛强文化不高，他
在打字时经常跳出错别字，王瑞峰和他聊起

来非常吃力，一直难以了解他所表达的思
想。然而，王瑞峰还是坚持和他聊了40多分
钟，慢慢地，他才明白了牛强的真实想法。
原来，牛强担心女儿牛莉莉在判给前妻刘欣
后，前妻会把女儿改跟她姓刘。所以，他才
一直不愿意给前妻抚养费。

“她姓牛还是姓刘不都是你的孩子吗？”
王瑞峰劝导着牛强。

牛强却振振有词：“不能这样说，牛肉和
猪肉会一样吗？”

“还是结（解）决吧，不然我和现任妻子
都在省外，就是回去也是很少很少。”牛强的
意思是说，如果孩子改姓刘了，自己一分钱
都不会给前妻的，并以自己不在家为由躲避
执行。

“孩子是无辜的，这点钱也不多。”王瑞
峰继续劝道。

“不是钱的问题，我没说不给。”牛强说。
“这个事情恐怕不是一时能解决的事，

我这两天帮你问问。”王瑞峰因为不知道刘
欣的想法，无法确切地回答。

“到时我只要看看户口簿就放心了。”牛
强主动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得知牛强的心结后，第二天上午一上
班，王瑞峰便立即给刘欣打了电话，向她说
明情况。随后，王瑞峰得知刘欣确实有想给
女儿改姓的打算，并在朋友中扬言不让女儿
跟他爸姓牛。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王瑞峰
从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在电话里对刘欣进
行了 20 多分钟的疏导。最终，刘欣表示理
解，答应不会给女儿改姓。

刘欣这边说通了，王瑞峰赶紧给牛强打
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消除了他的顾
虑。牛强听了很高兴，爽快地答应王瑞峰 7
月3日下午把抚养费带到法院。

7月3日下午3点，牛强带着钱如约来到
法院，刘欣让自己的母亲带着女儿和户口簿
也准时赶到。

在王瑞峰的办公室，牛强见到 5岁的女
儿牛莉莉分外激动，他一把将女儿抱在了怀
里，眼里挂着泪。

女儿也不作声，只是轻轻地给爸爸擦拭
着眼泪。在爷儿俩相拥而泣之后，牛强从裤
兜里掏出 2000元的抚养费塞到了孩子的手
中。

王瑞峰又从刘欣母亲手中接过户口簿
递给了牛强，看到户口簿上还是“牛莉莉”的
名字时，牛强长出了一口气。

目睹整个过程，王瑞峰用手向上推了推
自己的眼镜，轻松地笑了……大家也分明看
到了粘在他的手指和眼镜片上的泪水。

（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世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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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公：社旗县检察院干警 丁卓
作者：社旗县检察院干警 刘东坡寻她回家

“我不敢去，这要被抓住，怎么
办？”

“我看过法律书，咱们这种行为
不构成犯罪。”

……
对于胆怯不敢参与作案的“小

伙伴”，这个未成年人抢劫犯罪团伙
里的“小军师”小飞总能用他掌握的

“法律知识”打消“小伙伴”的顾虑。
可是日前，鹤壁市山城区法院以犯
抢劫罪判处小飞有期徒刑 4 年 3 个
月。“小军师”小飞是聪明反被聪明
误。

小飞是鹤壁市山城区人。别看
他只有15岁，但是头脑灵活，能说会
道，有号召力，身边聚拢了一群小伙
伴。2013年 1月中旬至 2月初，小飞
纠集豆豆、明明等小伙伴，三五成群
结伙，利用中小学放学之机，将单独
行走或年龄偏小的学生拖拽到偏僻
的胡同内，用刀、棍、砖头等物对被
害人实施威胁或殴打，当场向被害
人索要随身携带的手机、现金等
物。对于抗拒的，一阵暴打之后再
搜走身上所带财物。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
有9名未成年人参与作案，其中参与
作案最多的有11次。有的被害人被
抢之后，自己不敢睡觉，不敢独立上
学，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2013年1月22日，小飞在QQ上
召集了 4名小伙伴，当日晚 9时至 11
时 2 个小时的时间内，连续 3 次在网
吧门口、学校附近对3名被害人实施
殴打，抢劫 2 部手机，一名被害人因
极力反抗，被打得头破血流后逃
走。这一次，3 名被害人报警，公安
机关迅速出击，陆续将小飞等5名未
成年人抓获，并顺藤摸瓜，将其余 4
名未成年人也陆续抓获。

警方发现，这9名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均未满18周岁，其中有6人还不
满 16 周岁。小飞年龄虽小，却是团
伙的灵魂人物。对于起初不敢参与
作案的小伙伴，他总能“以理服人”，
甚至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说
服其他人。

在被抓获的当天，小飞就满不
在乎地说：“我没有犯罪，你们抓住
我，也会马上放了我，我是未成年
人，我已经查过法律书了，不满16周
岁的不负刑事责任。”

小飞果然聪明，他看过《关于审
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
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
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
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
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
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
罪。

面对这个“狡猾”、不认为自己
有错的“小军师”，办案人员突然有
种无力感。但是，该案公诉人、鹤
壁市山城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王瑞
芳通过认真研究法律并分析案情后
认为，未成年人强行索要他人财物
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于其使用
暴力的程度，小飞等人的行为已不
仅仅是轻微的暴力，他们持刀、棍、
砖头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殴打、威
胁，已经对被害人的精神和肉体造
成巨大的伤害，其行为已经构成抢
劫罪。

最终，公诉人员对小飞等人提
起公诉，鹤壁市山城区法院以抢劫
罪对小飞等人进行了判处。这个

“小军师”是该好好接受法律的惩罚
和教育了。（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何芳
莉田青青/供稿）

“小军师”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