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豫检故事

有这样一位女儿，她对自己的父母抱有乌鸦反
哺的感念却因无暇顾及而满心愧疚；

有这样一位妻子，她对自己的丈夫拥有举案齐
眉的依恋却因来去匆匆而充满抱憾；

有这样一位妈妈，她对自己的孩子怀着倾耳拭
目的期待却因终日忙碌而深感亏欠；

她就是郭静，一名前行在未成年刑事检察路上
的人民检察官。

●记忆苦苦的
2014年2月至11月期间，时年15岁的王平多次

对同村 14 岁的李霞实施强奸行为，致使其怀孕。
2015年 2月，祥符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强奸罪
判处王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一审判决后，郭
静反复认真审查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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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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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静痛苦地矛盾了很久，最终她作出忠于法治的选
择。2015年 8月，开封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改判有期徒刑为3年6个月。

●惩罚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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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有期徒刑。

面对恶行，郭静对恶魔进行火辣辣的鞭笞。

●汗水咸咸的
6 月 1 日下午 1 时 30 分，郭静准时从祥符区检

察院出发，目的地是30公里之外的仇楼一中。下午
2时45分，郭静的第209场普法课准时开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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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孩子们，以后有学
习、生活、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很愿意成为你们的‘知心妈妈’。”

6月的天气闷热。被孩子们团团围住的郭静更
热，汗湿衣衫，但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得出，她的内
心是极温暖又清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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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俊父亲
欣喜地对第六次登门的郭静说道。

今年17岁的小俊在上海一家饭店打工期间，因
和跑菜服务员发生矛盾，便叫上两名关系不错的同
事持棍将其打成轻微伤。考虑到小俊是未成年人，
认罪态度较好又没有前科，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与
其户籍所在地的祥符区检察院达成共识，决定对小
俊开展跨省异地帮教。郭静本着“教育、感化、挽
救”原则对小俊进行帮教，帮助他顺利回归社会。

从25公里外的小俊家赶回单位，疲惫的郭静连
连打着哈欠，全身也像散了架一样。同事见了开玩
笑说：郭大侠今天咋不见你风风火火闯九州了？郭
静笑答：郭大侠才风风火火闯九州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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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海四处流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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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来向郭静道谢并道别。小海逢年过节，都会给郭
静打电话“汇报”近况，每次接到电话，郭静心里都
觉得很欣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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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初秋的鲁
山，乍凉还热，县城主要道路上的人
流熙熙攘攘。

晚上9点10分，一辆面包车从中
州路上自西向东行驶，司机看到交警
在查酒驾，立即减速，准备掉头逃离。

“赶紧过来，查这辆面包车！”司
机的伎俩被执勤交警宋二星识破，他
敏捷地打开执法记录仪，与其他同事
一起奔向面包车。

我跑步来到面包车前时，民警已
将司机“请”下车，再靠近一些，我闻
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司机看起来
有些慌张，他缓过神来后，我发现他
眼神已经“迷离”，看来喝了不少酒。

面对交警的酒精测试仪，司机显
得十分心虚，他脸憋得通红，就是不
吹气，或者吹气量不够，测试仪无法
读取数据。经过 10 多次反复测试
后，终于有了结果：105mg/100ml，属
于醉酒驾驶。

司机被带到鲁山县中医院的化
验室，抽取了血液，然后又被带到鲁
山县交警大队醒酒室。

交警在开具处罚通知单时，我看
到司机李某的驾驶证为 A2。我后来
了解到，李某是专职司机，这下驾驶

证得吊销，饭碗也砸了，非常可惜。
“不可能，根本照顾不了。”有人打

电话到交警队说情，但被一口回绝。
鲁山县交警大队在查处酒驾中，

为了避免“说情风”和执法不规范的现
象，2014年以来，该大队逐步探索出了

“查、测、检、办”四项工作分离法。
“就是将查酒驾的各个环节分

离，从路上查酒驾，到检测驾驶员酒
精值，从血液送检，再到案件办理，分
别由不同小组完成，执法透明，相互
监督，杜绝了‘说情风’。”鲁山县交警
大队大队长张文星说。

创立这套工作法，对酒驾动了真
格，张文星在背后也背负了很大的压
力，曾经有领导也有亲戚朋友来说
情，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了。

“‘查、测、检、办’工作法实施后，
给民警推掉亲朋好友说情，找了一个
很好的‘借口’。这套工作法流程规
范、监督严格，挤掉了说情的机会和
空间。”张文星说。

查处酒驾，已经成为鲁山县交警
大队每天都要做的一项工作。不定
时间，不定地点，没有规律可循，能逃
避被查的方法只有一个：喝酒后千万
别开车。

严查加上严管，该县查处酒驾工
作，取得了丰硕战果和良好的社会效
果。该县查处酒驾数量占平顶山全市
酒驾数量的三分之一，其中醉驾案件占
全市醉驾案件的二分之一，受到了省交
警总队和市交警支队的通报表扬。

今年截至8月20日，该队共查处
酒驾359起，其中醉驾121起。张文星
告诉我，通过大力整治，县城本地人已
经很少因酒驾被查，现在查获的大多
是外地和该县偏远乡镇的驾驶员。

在鲁山县，社会上也已经形成共
识，酒驾被查后，几乎没有人再说情
了。该项工作法有效打击和震慑了
酒驾违法行为的发生，该县交通事故
数量及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群众的出
行安全得到了提升。

“严管才是厚爱。这项工作的开
展，是对我们民警的厚爱，避免了一部
分民警犯错误，更是对群众的爱，让大
家珍爱生命，安全出行。”张文星说。

在鲁山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的警示真正成了一条“高压线”。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静”距离的五味瓶
——开封市祥符区检察院

未检检察官郭静二三事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王姝峰 朱盼月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赵春雷）8月26日上午，济源市文化城大
剧院座无虚席，省检察院送法进机关预
防职务犯罪宣讲报告会正在举行。济
源市所有机关、镇办、产业集聚区的班
子成员和济源市级领导、新闻媒体、各
界群众 13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省检
察院副检察长周新萍、预防处处长马维
民应邀观看了报告会。

这次省检察院组织的报告会充分
利用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真实案例，以案

释法，采用演讲、小品、情景剧等形式真
实地再现在观众面前，每一个案例都震
撼心灵。报告会现场时而掌声雷动，时
而鸦雀无声，不少观众眼含热泪看完了
报告会。

报告会后，观众好评如潮。济源市
监察局副局长赵明丽说：“省检察院为
我们送来了及时雨，这种形式的教育比
简单的说教好得多，在反腐倡廉新常态
的形势下，预防宣传教育势在必行。”

一名企业高管在观看节目后，告诉

身边的检察官，仅他个人而言，通过观
看小品和检察官释法，知道了什么是受
贿罪、什么是玩忽职守罪、什么是滥用
职权罪，受益匪浅，也希望这种形式的
报告会能到企业中开展。

省检察院济源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王功武说，报告会进一步深化了济源市职
务犯罪预防工作，促进了广大党员和机关
干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济源分院将借此
东风，不断深化预防工作，为营造政治上
的青山绿水再造佳绩。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
建业）近日，以省住建厅副巡视员张冰为
组长的省综治办督查组一行来到新乡市，
就开展铁路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进行
检查指导。

督查组一行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
治办主任、铁路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指挥部
副指挥长冯跃东等的陪同下，到红旗区洪
门镇原堤村京石武高铁处、新乡县大召营

镇大召营村新焦铁路与省道胡韦线交叉
口等地实地查看。

在听取汇报并实地查看后，督查组一
行对新乡市的铁路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张冰表示，新乡市的铁
路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领导重视、思
路清晰、措施得力、成绩突出，值得肯定。
希望接下来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按
时完成整治任务。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8 月 29 日，
省环保厅召开全省环保系统工作会
议，对 254 位环保系统人士进行了表
彰，同时通报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开展以来全省空气质量状况，我省颗
粒物浓度下降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 7个省市中均排名第一。

会议指出，7月 4日以来，全省大气
环境监测指标出现了明显改善，截至 8
月 27日，18个省辖市PM10的平均浓度
是 67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 25 微

克每立方米。PM2.5 平均浓度是 40 微
克每立方米，同比降低了14微克每立方
米，全省大气环境质量PM10、PM2.5两
项指标下降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7
省市中均排名第一。

今年1月1日至8月22日，全省平均
优良天数达到133天，同比增加了19天，其
中7月4日到8月27日总共53天时间内，平
均优良天数达到46天，同比增加了5天。

会议同时发布，截至 8 月 27 日，中
央第五环保督查组转来的电话、信件举

报材料 2651件，其中来电 1980件、来信
671 件，全部得到了办结。其中，我省
对 645 家企业责令立即整改，434 家限
期整改，526家停产整改，立案处罚 188
家，查封扣押135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8 起，刑事拘留 4 人，行政拘留 27 人。
同时，按照“谁造成问题追究谁、谁不
作为追究谁、谁不履职追究谁”的原
则，已处理 1231 人，其中党纪处分 234
人，政纪处分 270 人，约谈 148 人，诫勉
谈话 450人，通报批评等处理 129人。

颗粒物浓度下降幅度在周边7个省市中排名第一

我省强力治污 处理1231人

营造政治上的青山绿水
省检察院送法进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宣讲报告会走进济源

实地督导
保铁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