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调解

案情
孙甲、孙乙均系淮阳县农民。

2012年，二人到周口市川汇区为杨
某承建的工程提供劳务，主要干垒
墙、铺路的工程。当时，双方仅约定
了垒墙、铺路的单价，而未约定墙、
路各自的总面积。工程完成后，被
告杨某一直未与二原告孙甲、孙乙
结算。孙甲、孙乙因此将杨某诉至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调解
本案主办法官陈冬冬收到案件

材料后，在多次与被告联系不上的
情况下，多方打听，并到施工现场询
问，终于得知被告的临时住处，及时
通知被告应诉并下达了开庭传票。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原告所干
工程项目进行了确认，但对所垒墙
的高度、长度以及所铺路的宽度、长
度认识不一致，双方互不让步。在
此情况下，陈冬冬积极通知双方到
现场勘验。

第一次前往现场勘验，因中途
被告对原告将其告上法庭有意见，
双方发生争执，被告拒不到勘验现
场。让双方到现场丈量、使双方认
同勘验结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
在，否则即便法院依据被告不在场
的勘验结果依法判决，也不能使被
告心服口服，因此，陈冬冬并未简单
地按被告缺席进行勘验，而是抓住
被告重面子、讲义气的性格特点，向
其阐明勘验现场目的就是还原事实
真相，而不是故意让其丢面子。经
过一番思想工作，被告终于消除了
顾虑，同意参加勘验。

第二次勘验时，因原、被告双方
就丈量的方式及所建工程高度发生
争执，又未勘验成功。陈冬冬并不
气馁，又通知双方在 5 日后进行第
三次勘验。

第三次勘验时，已临近春节，陈
冬冬在勘验的前两天患上感冒，一
直咳嗽并伴有发烧，庭长本想派其
他同志去，被他以其他同志不熟悉
案情拒绝了。在勘验现场，天突然
下起大雨，陈冬冬与书记员不顾严
寒和雨水，坚持在雨中踏着泥泞完
成了现场勘验。看着他们对工作如
此认真负责，原、被告双方均十分感
动。原告在回法庭的路上说：“马上
就要过春节了，你们还为我们的事
如此辛苦，这都怨我们不懂法，手续
不完善，才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请放心，就冲你们这个工作态度，无
论你们怎么判决，我们都没有意
见。”被告对自己前两次的不冷静表
示抱歉。到法庭后，原、被告双方依
据勘验的结果进行了结算，并在互
谅互让的原则下顺利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当庭向原告履行了支付劳
动报酬的义务，案件得到了圆满解
决。二原告对陈冬冬认真负责的办
案作风和一心为民的精神十分钦
佩，并向川汇区法院写了感谢信来
表达他们感激之情。（赵庐山）

政法生涯中
那难忘的第一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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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解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你
会面临很多第一次：第一次
接警、第一次办案、第一次面
对生命危险、第一次面对诱
惑、第一次被当事人感动……
现在，我们向您征集《第一
次……》，希望您能将政法工
作生涯中印象最深、感触最
深的故事讲述给大家听。

字数要求：1500至2000字
投稿邮箱：jrablxy@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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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 苏清涛

家住商丘民权县王桥乡的郭大哥做
生意已有10多年了，经验丰富的他在超市
每个角落都安上了监控摄像头。

1 月 3 日一早，郭大哥突然发现自己
的超市后窗被人撬毁，就知道被盗了。
经清理发现，小偷偷走了价值 9 万元的物
品和现金。

郭大哥迅速报案，民警到达现场后，立
即调取各个摄像头，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但大家都失望了，从视频里，民警却没获
得太多有价值的信息。到底为啥？

或许此人经验丰富、刻意遮掩，竟是
身裹雨衣进行作案，身形、面目皆不清。

视频监控显示，作案人在凌晨 1 时许
进入超市，在超市内撬盗、搬运财物3个多
小时。超市监控图像本就有些模糊，再加
上其刻意遮掩，夜幕下警方难以分辨嫌疑
人的相貌，案件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民警再度对案件进行了梳理，在作案

人可能经过的路段进行监控探头捕捉：监
控里显示一辆无牌的嫌疑车辆图像。尽
管人和车辆图像不清晰，却为侦查员提供
了清晰的侦查方向。

为确定嫌疑车辆品牌，侦查员走访了
民权县所有的汽车销售点和汽车修理点，
但均不能确定车辆品牌。接着，他们又在
商丘市区采取逐门进、逐人问的方式，走
访了汽车销售点、修理点及4S店上百家仍
未能确定该车辆品牌。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1月6日，侦查员终于在
一处小型汽车修理点有了意外地发现，郭
师傅告诉民警：“这辆车是红色宝骏，曾在
我们这儿修理过。”

侦查员随即出示嫌疑人视频图像，郭师
傅当即说出其真实身份。嫌疑人很快浮出
水面。经查，这个盗贼叫靖某，男，46岁，宁
陵县赵村乡人，正是这辆红色宝骏的车主。

侦查员们很快摸清了犯罪嫌疑人靖某

的住址，迅速展开抓捕行动。民警乔装打
扮，来到宁陵县赵村乡北杨庄村，悄悄潜伏
在靖某家周围，在寒风中连续蹲守三昼
夜。1月8日夜里11时许，靖某最终进入了
警方的视线。民警们寒夜里秘密蹲守，认
定抓捕时机已经成熟，火速出动，在该村村
头一路口将嫌疑人靖某抓获。经讯问，靖
某对盗窃超市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靖某去年到民权县王桥乡一亲
戚家办事时，在超市买过东西。春节临
近，为过个肥年，靖某想到了这家超市。1
月2日下午3时，靖某开着车来到民权，准
备踩点作案。经过民生广场时看到不少
观众在看义演，作为戏迷的靖某还凑上去
自荐唱了两个段子戏。晚上，靖某睡在车
里，于次日凌晨1时许到超市实施盗窃。

作案如此从容，手段如此老辣的他，没
想到会栽在民警如此细致的走访排查中。

记者何永刚通讯员冯先乾李通/供稿

手续不全引纷争
法官调解暖人心

第一次跟踪

身裹雨衣的盗窃者

“是公安局阴阳赵分局吗？我这里
是源汇区大刘镇皇玉村口的宁洛高速高
架桥，你们赶紧来吧，这里有一位年轻男
子想跳桥！”1 月 9 日 14 时 30 分，漯河市
公安局阴阳赵分局报警电话响起，值班
民警接到一位群众的报警电话。

阴阳赵分局大刘社区中队民警赵
博、张勇、陈华伟迅速驱车赶赴现场。

在大刘镇皇玉村口宁洛高速高架桥
南下坡处，民警发现一年轻男子坐在高
速桥外面的钢丝护栏上，目光呆滞。在
该男子身后，一辆辆高速疾驰的汽车呼
啸而过。

“不要过来！你们再走一步，我就跳

下去！”民警还未走近，男子突然
情绪激动起来，大喊大叫。

见此情况，3 名民警停下脚步，迅速
制订了新的行动方案：张勇从正面对其
进行劝解和开导，稳定其情绪；赵博悄悄
贴近其左侧，防止其突然跳桥；陈华伟和
旁边两名围观的热心妇女也加入劝说行
列，吸引其注意力。前后僵持 10 多分钟
后，该男子情绪放松下来，但仍不肯从桥
上下来。陈华伟看到该男子低头想掏什
么东西，注意力有点分散。他瞅准这一
稍纵即逝的宝贵时机，一个箭步冲到该
男子右侧，将其拦腰抱住，并迅速将其拽
回桥面内。

现 场 顿 时
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
声。

3 名民警将该男子带回公安机关，通
过询问得知，该男子姓刘，16 岁，是附近
村的村民，在家中与母亲发生争执，挨了
吵骂后，一怒之下就要跳桥轻生。

民警对其进行了说服教育，随即通
知联系了其父亲。其父得知消息后慌慌
张张赶到派出所，看到安然无恙的儿子
后，对出警民警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记者薛华通讯员赵春纪刘晓杰/供稿

拦腰一抱

早上 7点 30分，安阳市某小区，我和
同事已经蹲守近两个小时了。我们 6 个
人不停地环顾四周，细心地观察着从此
路过的每一个人，大到举手投足、小到一
个眼神，密切注视着嫌疑人车辆周围的
一切动静。一分钟、两分钟……表针不
停地转动，但始终没有可疑的人物出
现。没想到的是，2012年的这个冬至日，
我完成了工作以来的首次跟踪。

我紧张地坐在车里，仔细回想着前
一日领导交代的任务：经过一系列谨慎
周密的初查之后，发现李某是一腐败案
的重要嫌疑人。经领导批准，决定对李
某进行立案侦查。出于人性化办案的
考虑，为了缩小影响，领导决定对李某
进行跟踪，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带回院里
进行讯问。

由于初查过程中不能接触被调查
人，我们对李某的个人特征所掌握的信
息极少，仅仅是“体形偏胖，年龄 40 岁左
右”，从他户籍资料上的照片来看，他是
一个平头中年男子。此外，我们还获知
了李某的车辆信息，于是便在其车辆附
近进行蹲守。

上午 11点 10分，我们突然看到一男
一女两个中年人打开了被我们久盯的车
门。由于刮风，中年男人着装厚实，头也
遮着，不能确定是不是李某。中年女子
将一个手提袋放到车上，之后就跟男子
告别返回了小区。坐上车的极有可能是
我们要抓捕的嫌疑人李某，一位有经验

的同事果断决定，先派一车对其进行跟
踪。由于我乘坐的那辆车位置比较合
适，于是决定让我跟另一位同事进行跟
踪，另一组继续留在原地蹲守。对我来
说，蹲点已经是轻车熟路，但是跟踪还
是第一次。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有些压
力，也有些害怕，万一任务没有完成，岂
不是……不管那么多了，执行命令，顶
上去。

我们跟在嫌疑车辆后边。为了不引
起李某的察觉，我们总是与其车辆保持
一到两辆车的间距。坐在副驾驶的我
充当起观察手，另一位老同志专门负责
开车。路上有冰碴儿，嫌疑人车速却很
快，这对我们的驾驶技术也是很大的考
验。一路上，我们与嫌疑车辆始终保持
合适的间距。终于，车在一个小区停下
来。小区里人很多，显然不是“动手”的
最佳时机。中年男子拎着手提袋下来，
我随即也下了车，走在与嫌疑人并行的
一条小路上。有人下楼来接中年男子，
两人没有上楼，就在楼下交谈起来。我
观察下周围的情况，发现小区有网通公
司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布线，距离嫌疑人
不远，我便凑上去和网通公司的工作人
员询问安装宽带的一些基本情况，时不
时地望一望交谈中的中年男子，发现他
与户籍资料上的嫌疑人照片十分相
似。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也基本上听了
个大概，原来今天是冬至，他是来给岳父
送包好的饺子的。至此，信息已经基本
确定。

只在楼下交谈，应该过不了多久就
会离开。果不其然，不到10分钟，他便准
备离开。我也跟着出了小区，上了车，跟
另一位同志汇报下情况，我们继续跟踪，
并电话通知另一组同志。根据李某过来
时的路线，我们迅速安排了另一组人员
在其必经之路佯装车辆抛锚，趁其不备
将其抓捕。不巧的是，时至中午，这里过
往人太多，经观察不适合在此“设伏”，如
果强行执行，保密性很可能得不到保
障。于是我们最后决定，快刀斩乱麻，在
其下车的那一刻迅速将其带走。另一辆
车率先返回，巧妙占住嫌疑人的停车位
进行蹲守。一刻钟过后，嫌疑人抵达，刚
刚关好车门，听到我们一个老同志喊了
声“某某”！嫌疑人本能地扭了一下头，
我们几个迅速凑上前去，出示法律手续，
将其顺利带上车。

时至今日，我参加过蹲点、跟踪、抓
捕行动的次数早已数不清了，不过我仍
时常想起第一次跟踪的点点滴滴，它是
我从事检察工作的一个新起点。成长、
历练、成熟，是它让我不断深刻地理解了
检察工作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