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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检察好故事

本报讯 正义之剑诛邪恶。坐落在青山碧
水间的嵩县人民检察院,有一支高擎正义之剑、
忠诚履职、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的公诉剑
客。

“玫瑰剑客”谭梅红：大胆泼辣足智多谋
谭梅红是嵩县院的“公诉一姐”，她提出要

打好“公诉质量”和“诉讼监督”两张牌，带头办
好案、出好庭。该院预受理的每一起案件，她
都要先阅卷，对每一起案件做到心中有数；面
对疑难复杂案件，她迎面冲锋，使“公诉五剑客”
紧紧抱成一团，保证每一起案件、每一次出庭
达到最好效果……她办理的巩某滥用职权、受
贿案中，巩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该案件于
受理后10天内审结，良好的庭审效果充分说明
了“玫瑰剑客”业务娴熟、思路清晰、思维敏捷，

“公诉一姐”绝不是徒有虚名！
“资深剑客”乔智敏：坚定果敢疾恶如仇
已有11年公诉经历的“乔哥”有着丰富的

审查起诉经验，有什么难题，他都能轻松拿下。
他办理过各类案件，接触过各类犯罪嫌疑人和

被害人，受过威胁，越是如此，越是坚定了他惩
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决心。

他办理的吴某等22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
织一案涉及三县六区，在当地社会影响大，受
害人多且受到犯罪嫌疑人威胁不愿作证，乔智
敏克服困难，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案件起诉到法
院。仅审查报告就制作了300余页，起诉书30
余页。最终，法院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22名
被告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24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该案的判决在当地社会引起了极大的社
会反响，老百姓拍手称快。

“柔情剑客”王春燕：敏而生慧柔婉多姿
王春燕是有着“侠骨柔情”的“女剑客”，静

得优雅、动得从容、行得洒脱，心中谨记“人人是
检察形象，案案是公正载体”，手握法律的利器，
使无罪之人免受法律的追究，使有罪之人得到
公正的判决。

即使是不起眼的盗窃案件，她也不放过任
何一个疑点。在审查张某盗窃一案时，通过讯
问犯罪嫌疑人发现了该案的疑点，经过补充侦

查，事实得以查清：张某两天晚上盗窃树苗总
数的价值未达到盗窃罪的追诉标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办理有着较强
上访因素的案件时，她耐心做好双方当事人
的思想疏导工作，打消其在案件公诉环节的
顾虑。

“学霸剑客”杨韬韬：功夫一流踏实沉稳
局内唯一一位研究生，对公诉工作“情有

独钟”，对案件更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努力使
每一起案件程序合法、实体公正，法理明晰，处
理得当。

她办理的焦某等20人盗窃、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一案，案件涉及的20名被告人分别关押在
两个地方，十几起犯罪事实。为了提高办案效
率，在审查案卷的同时，她要求公安机关对提
出的问题继续进行侦查，将案件快速起诉到法
院审判。办理罗某贪污、挪用公款一案时，罗
某在庭审时突然翻供，拒不认罪，杨“学霸”思路
清晰，在庭审中临变不乱，用证据说话，最终罗
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零6个月。

“励志剑客”徐高山：尽职尽责乐于奉献
这位“Moutain”，亦是大家口中的“山哥”，

他志存高远，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历程中，更是
尽心尽责、乐于奉献。

他办理的赵某等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卷宗 39 册，涉案存款人 800 余户，被告人
吸收存款的证据很难提取，除了加班加点录
入卷宗，吃饭之余也不断思考整个案件存在
的证据不足和事实不清的地方，最终顺利审
结此案。

作为一名检察官，在工作中“山哥”不忘向
当事人“多唠叨”几句。在办理一起非法狩猎
案件时，被告人是一名年轻的小伙子，通过交
谈了解到他生活困窘，日子无以为继。在庭上

“励志剑客”一句励志名言，给了被告人美好的
生活希望，被告人的一声谢谢，足以让检察官
感到工作的动力与意义。

“公诉五剑客”在惩恶扬善，维护公正正义
的道路上，不舍昼夜，加班加点，剑在手，正义在
心间，正义之剑除邪恶！

嵩县人民检察院：“正义五侠”的秘密
□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乔占领 王春燕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
锋 通讯员 王平福 孙令武）“刘法官，我现在在
学习机电维修，我很喜欢这门技术，心思都放
在学习上了，觉得学习生活很充实。”

“机电维修在社会上是个吃香的技术活，
好好学，为以后走上社会打好基础，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帮忙的，可以联系我们。”泌阳县法院
法官刘改新，正在与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失足少
年帮教谈心，了解他近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11月 9日，泌阳县人民法院少年家事综合
审判庭副庭长刘改新、书记员刘淼，逐一到家

中或学校集中回访未成年非监禁刑人员，对正
在接受社区矫正的 32 名服刑少年开展回访帮
教活动，深入了解服刑人员接收社区矫正的表
现情况，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努力改过自
新，帮助他们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据了解，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泌阳县法院
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及犯
罪情节,综合考虑一贯表现和犯罪前科,对无重
大社会不良影响的未成年罪犯依法适用非监
禁刑。2015年，泌阳县法院判处非监禁刑的未

成年服刑人员共 26 名，其中 17 名已满缓刑考
验期。2016 年泌阳县法院判处非监禁刑的未
成年服刑人员共有6名，均已回归社会或校园。

泌阳县法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努力探索对
未成年人罪犯非监禁刑期间多渠道进行监管
的新路子,联合所在乡镇司法所、街道社区组
织，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参与未
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切实做好缓刑、管制
等非监禁刑少年犯的帮教回访，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法官回访帮教 少年迷途知返

本报讯（记者 王富晓 通讯
员 赵曾行 李孟华）“老李，法官
给你送执行款来了。”近日，商城
县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何学
东将 23 万元执行款交到申请执
行人李某家属手中。李某家属
热 泪 盈 眶 ，连 声 向 法 官 道 谢 ，

“感谢法官给予我们的帮助，感
谢法律对我们的支持”。

2015 年 1 月 10 日，谢某驾驶
小轿车将骑电动车的李某撞倒，
致使李某特重型闭合性颅脑伤，
伤残等级为一级，终生依赖护
理。交警调查后认定谢某负主
要责任。面对巨大的治疗费李
某家人举步维艰。随后，李某将
某保险公司和谢某诉至法院，商
城县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和
谢某分别赔偿李某 33 万余元和
32 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谢某一
直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李某遂向商城县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法 院 立 案 后 ，执 行 人 员 得
知，被执行人谢某早已从原租住
房屋搬走并更换了手机号，该案
进入瓶颈期。后经多方努力查
找得知被执行人行踪，执行人员
遂于今年 6 月 22 日奔赴湖北省
京山县杨集镇菖蒲村三组执行，
在当地法院和村委会的配合下
到被执行人家中实地走访，却发
现被执行人夫妻外出务工了。
执行干警于 6 月 23 日赶往湖北
省荆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法
查封被执行人名下的一辆五菱
牌小客车，但因该车下落不明，
无法扣押。

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反复查
询，执行人员发现谢某配偶鄢某
在京山县有 3 万多元银行存款，
立即于今年 6 月 29 日再次赶往
当地银行扣划，但在到达银行前
两小时左右存款已被取走。

该院执行局于 8 月 8 日以涉
嫌拒执罪将被执行人谢某移交
公安机关处理，被执行人谢某随
即被商城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刑拘期间被执行人家属
鄢某遂到法院请求和解。经执
行人员多次主持和解，鄢某与申
请人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于
近日主动到法院按照和解协议
一次性送来执行款 23 万元。

▲连日来，新乡市公安局东街分局借助文明城市和卫生城
市创建的有利时机，积极与该市红旗区新鑫家园小区结为帮扶
对子，为该小区的文明建设、环境建设添砖加瓦，保驾护航。图
为该局党员义工认真帮助小区居民修剪树木、清理卫生死角。

记者穆黎明通讯员赵爱伟 摄影报道

法官登门送案款
“植物人”家属热泪流

▲近日，淇县公安局民警深入社区向留守老人宣讲防火、防盗窃及防诈
骗常识，增强老人自我防护能力。图为淇县公安局桥盟派出所社区民警来
到辖区桥盟村向留守老人耐心讲解“三防”常识。

记者李杰通讯员 牛合保摄影报道

本报周口讯（记者程玉成通讯员邹鹏举杨
发群/文图）“官司打了10年终于赢了，在扶沟法
院执行法官的强制执行下，失去15年的承包地
终于要回来了，我要给执行法官送面锦旗，给执
行法官敬个礼，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近日，85
岁高龄的施老汉在向扶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
长杨兵权和执行三庭干警杨发群赠送锦旗时激
动地说。

2001年，施老汉所在的村组调整承包的土
地，村组规定先按每人1.2亩的责任田分到各户，
剩余的耕地作为高价地采用抓阄方式按每人0.2
亩发包给本组村民，每亩承包款为240元。施老
汉家共有人口24人，应分4.8亩高价地，在分包
该组高价地时，施老汉及其家人未到分地现场抓
阄，其应分得的4.8亩高价地，由施老汉的三个侄
儿施某甲、施某乙、施某丙实际耕种，其中施某甲
耕种3亩，施某乙耕种1.5亩，施某丙耕种0.3亩。
2003年6月份，施老汉所在乡政府向施老汉催收
2002年的农业税，施某甲以施老汉的名义交纳了
该款。后施老汉及家人要求施某甲、施某乙、施
某丙退还其4.8亩高价地，2004年，经村支书及组

长调解，施某甲把其耕种的3亩高价
地交还给施老汉及家人，另外1.8亩
高价地经村干部多次调解双方始终
未达成一致意见。2005年施老汉及
家人将三个侄儿诉至法庭，要求三
个侄儿退还耕种的承包地并支付承
包款。

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经过
多次审理，历经10个年头，2013年1
月30日扶沟法院判决施某乙、施某丙分别退还
施老汉及家人1.5亩、0.3亩承包地；施某乙、施某
丙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8月19日周口中院作出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收到判决后施某乙和施某丙始终未依法履
行，2015年10月26日，施老汉及家人向扶沟法院
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执行干警杨发群接收案件
后，及时向两名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在规
定的期限内，施某乙、施某丙没有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考虑到施老汉与施某乙、施某
丙近门亲属这一特殊关系，杨发群及执三庭其他
干警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尽力做施某

乙、施某丙的思想工作，并动用村干部及时沟通
协调，但最终施某乙、施某丙还是没有履行义务，
其间施老汉自愿放弃施某丙0.3亩承包地。2016
年9月底10月初，正值冬小麦播种期，承办干警
杨发群及时向领导汇报，决定对施某乙实施司法
拘留。在15天的拘留期限未到的情况下，施某
乙同意退还施老汉及家人1.5亩承包地，该案得
以顺利执结。

在忙完小麦播种任务后，施老汉专程来到扶
沟县法院给执行干警送锦旗，以表达对人民法
院和人民法官的感激之情。于是出现了开头
的一幕。

85岁老人的

施老汉向执行干警敬礼

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