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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职场，跳槽是一种时尚。好多
年轻人三五年就要跳一次槽。跳槽固然
能丰富经历、广开出路，但浅尝辄止的后
果是难以学到一门赖以生存或让自己骄
傲的手艺。一辈子或许能做很多事，但选
择一项事业终其一生为之奋斗，也是一种
信仰。

2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地
检察机关，第一站是经济科（反贪局前
身）。在跟着老侦查员办案的过程中，发现
司法实践不仅仅是套用一些生硬的法条，
而是要根据个案的特点不断更新策略。为
了尽快熟悉检察业务，我随时随地将办案
的点滴收获和感悟记录下来。工作之余，
仔细阅读相关报刊，并抄写精彩文章和理
论观点。慢慢地，我办案时不再畏惧，突审
时不再胆怯，还经常和男干警一起夜晚蹲
点抓捕，奔赴外省取证，曾经 40余天不回
家。当年的种种坎坷和磨难，现在回想起
来，唯剩骄傲。

因岗位练兵需要，领导把我调到监所
检察科。监所检察科，俗称“小检察院”，科
室虽小，但业务范围广，涉及面杂，日常
需要填写的各种报表特别多，稍有不慎
就得重来。那个年代没打印机、复印机，
全是手工操作。监所检察科还有一项主
业就是写材料。我有一项纪录在我院至

今没被打破，就是每年撰写的监所信
息、调研文章占全院的三分之一，

曾被一干警戏谑道：一件事在

你笔下，平视是一篇，仰望
是一篇，俯首是一篇，汇总又
是一篇。

正因有此成绩，后来我被任命
为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研究室主
任。在文字堆里摸爬滚打一干就是 8
年，个中滋味只有同道者方能体会。从
初写公文时的生涩，到慢慢开窍后的模
仿，再到悟通之后的熟练。这是一个打磨
和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感悟和升华的过
程。当自己的一篇篇公文得到领导的肯
定，一篇篇报告得到人大代表的赞许，这时
收获的不仅仅是成就感，还有内心的宁静
和成长的快乐。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
要感谢自己能够不忘初心，排除一切外来
诱惑和杂念，始终坚守在检察岗位上。

曹雪芹耗尽一生写就一部不朽著作
《红楼梦》，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 36
年编了 250 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
典》，“文物医生”王津进故宫修复钟表
39年。这些人，一生只择一事，却干
得轰轰烈烈。虽不能企及大师的
成就，但他们的坚持为我指引了
前进的方向。不能胜寸心，安
能胜苍穹？不管外面如何
喧嚣，我将固守一颗检察
心。

（作 者 单 位：
孟州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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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明理解心结 握手言和纠纷止
本报讯 2017年 12月 28日，裴某

与年某这两个多年的老朋友，在执行
法官的耐心调解下，解开心结，恢复了
往日情谊。裴某诉年某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经平舆县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判
决年某偿还裴某168230元。判决生效
后，年某一直未履行。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执行法官多次劝导年某履行
义务，但年某一直态度强硬不愿履
行。执行法官觉得其有隐情，便耐心
询问，得知年某在另一起案件中作为
裴某借贷的担保人，在强制执行阶段
已替裴某偿还了10万元，但裴某不同
意将这笔钱进行冲抵。找到问题症结
后，执行法官决定“对症下药”，以多年
老友情谊为切入点，消除了两人的对
立情绪，又将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所面临的法律后果以及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后将会带来的各种不便一一告
知。最终，在执行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裴某同意冲抵债
务，年某也交纳了剩余的执行案款，履
行了法院的判决义务。（李凯 刘航航）

四措并举 强化矛盾化解工作
本报讯 自“雷霆行动百日会战”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浚县公安局以社
会管理创新为契机，更新工作思路，深
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一是提前
预警，掌握矛盾纠纷动态信息。该局
创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各派出
所每半月、村组每周排查一次矛盾纠
纷。二是延时管控，跟踪处理各类矛
盾纠纷。该局严格落实责任区民警负
责制度，落实镇政府、村委会、公安机
关和家属“四位一体”控制措施。三是
协同作战，认真查处各类矛盾纠纷。
该局进一步完善协作联动工作机制，
打造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
合化解、基层平安联合创建工作机
制。四是回访固效，强化矛盾化解效
果。针对排查出的苗头隐患、重点人
员以及调处办结的纠纷案件，建立定
期回访机制。 （蒋玉河）

围绕“三个重点”筑牢“平安守护”根基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辖区道路交通

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原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围绕“三个重
点”筑牢“平安守护”行动根基，全力维
护辖区良好道路交通秩序：一是围绕重
点车辆抓检查；二是围绕重点违法抓治
理；三是围绕重点路段抓管控。目前，
该大队共处罚纠正严重交通违法 1860
余起,为群众提供帮助 260余次，群众满
意率达100%。 （谢香锋 吴松群）

整治交通秩序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汤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

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为切入点，开展城市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一是采取多种形式
在辖区内掀起整治乱停乱放的宣传高
潮；二是明确重点路段，确保取得实效；
三是文明规范执法，及时固定执法证据，
确保既消除违法，又取得群众理解。该
大队通过多项措施，规范了机动车停车
秩序和行车秩序，提升了城区道路交通
管理水平。 （武燕）

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打击经济犯罪
本报讯 近日，延津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广泛发动民警，深入街
道，以“110 宣传日”为重点，积极开
展经侦工作集中宣传活动。通过
此次活动，该大队向全县群众宣传
了防范集资诈骗、传销等经济犯罪
的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
防范意识，为延津公安继续严厉打
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群众切
身利益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赵亚琼）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拘留两名排污人员

本报讯 自“平安守护”行动开
展以来，濮阳市公安局胜利分局高
度重视，在辖区开展清理清查活
动，不断加大对污染环境案件的查
处力度。近日，该分局行政拘留了
两名违法排污人员。2017 年 12 月
27 日晚上，该分局联合办事处在辖
区开展清理清查活动，发现一院落
内有一修理厂违法排污，当场将违
法排污的业主和一名员工抓获。
经询问，二人对违法排污行为供认
不 讳 。 目 前 ，二 人 已 被 行 政 拘
留。 （楚明宇）
持假证蒙混过关 辨真伪原形毕露

本报讯 近日，汝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依法将使用伪造机动车
驾驶证的违法行为人焦某予以行
政拘留。2017年12月15日，该大队
三中队民警在二广高速引线道路巡逻
中查处一辆无号牌轻型货车。经查，
该车已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
记，机动车号牌正在制作中。该车驾
驶人向民警出示的驾驶证姓名显示为
刘某。民警通过证件字体、印章发现
该证存在明显伪造嫌疑，便询问驾驶
人身份信息。驾驶人称身份证号
不记得了，只报了出生年月日，且
回答吞吞吐吐。民警遂将该车扣
留，并将驾驶人带回大队作进一步
调查。最终，该驾驶人交代，他的
真实姓名为焦某，系山西省临猗县
人，现在洛阳市同和农贸城做生
意。以前，他持有的驾驶证为 B
证，后驾驶证因故作废。2016 年 8
月，他办了假驾驶证驾驶车辆，多
次蒙混过关。 （黄志伟）

“拖地的警服”刷爆鹤壁市民朋友圈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赵庆

军郭晨）连日来，一张图片刷爆了鹤壁市
民的朋友圈，给冬日的山城带来了一股暖
流。1月1日下午3时许，在山城区主席雕
像东北角经营报亭的李先生报警，称有个
五六岁的小女孩找不到父母了，请警察帮
帮忙。深冬时节，室外温度只有 5 摄氏
度，人人都包裹着厚厚的棉服，这个小女
孩儿却只穿了一身单衣，独自一人在报亭
一带徘徊。热心肠的李先生赶紧拨打报
警电话，请民警帮孩子找家人。鹤壁市公
安局山城分局红旗派出所民警刘振威接
警后赶赴现场，见孩子独自一人，冻得发
抖，赶紧将自己的警服脱下来给孩子穿
上。随后，他通过“一标三实”系统确定了
孩子家的住址，与群众一起将孩子送回了
家。小女孩穿着拖地的警服的一幕被路
过群众拍了下来，并发到朋友圈，一时间，
这张照片传播开来，温暖了许多人的心。

网络安全专家走进大学
本报讯“践行党的十九大、民警听民

声”专题活动开展以来，郑州市公安局高
新分局党委针对高校网络电信诈骗案件
多发的情况，要求案件侦办大队、辖区派
出所积极深入高校，切实倾听高校师生的
意见建议，积极作为，拿出可行的办法，力
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
地减少大学生被骗案件的发生。高新分
局案件侦办大队和枫杨派出所主动作为，
近日，邀请郑州市公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
主任郝锐带领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网络

安全志愿者联盟技术主管走进郑州大学，
分别同郑州大学保卫部、学生部、宣传部、
团委等部门负责人以及高新分局刑侦民
警、枫杨派出所驻郑州大学社区民警进行
了面对面交流，针对电信诈骗案件的手段
特点、防范方法、信息反馈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探讨。 （王永玲）

法官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柘城县法院组织法官

走进县职业技术学校，为这里的 3000余
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法治教育课，
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2017年以
来，柘城县法院以深入开展“送法进校园”
活动为载体，与县内 30余所中小学校及
职业技术学校共建法治教育基地，已为全
县1.8万余名师生上了法治教育课。通过

“送法进校园”活动，该院共向学生发放法
律书籍和法治宣传单1万余份，走访困难
学生170余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王惠勤）

交警给美团外卖骑手送安全
本报讯 针对个别外卖骑手为赶时间

闯红灯、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近期，
方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刘超峰
结合美团外卖行业特点及冬季雪雾等恶
劣天气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实际，为美团
外卖骑手送上一场有针对性的交通安全
知识讲座。刘超峰结合各类交通违法案
例，深入剖析讲解，阐明遵守交通法规的
重要性。他要求外卖骑手按规定佩戴头
盔，做好自我安全防护，放慢车速，不闯红
灯，确保在道路上行驶安全。（姚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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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
脑、手机的普及，网络给中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但同时网络混杂着的种种
不良信息，极易诱发中学生走
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网络游戏暴力信息极易诱
发暴力犯罪。一些网络游戏充
斥着大量枪战、砍杀、打斗等暴力
信息，很容易淡化现实与虚拟的
差异，诱发形成冷漠、残忍的性
格。一旦沉迷网络游戏的中学生形

成错误的道德观念，就容易在现实里
模仿游戏中的行为对别人施暴。比如

江西省某市高二学生小凯，沉迷虚拟网
络游戏不能自拔，把买学习资料的钱用

来买游戏装备和道具。2015年 7 月的一
天，妈妈下班回来，小凯仍沉迷在游戏中。

妈妈一气之下，将电脑电源拔掉。盛怒的小凯
顺手拿起旁边的水果刀将妈妈捅成轻伤。再如

山东省昌乐县高一学生颜某，沉迷于枪战网络游
戏，某天突然产生到县公安局弄把枪的想法。事先他

准备了铁锤、酒精，两次到县公安局踩点并
盗窃了匕首、警服等警用物品。2013年的
某天，他携带匕首进入县公安局办公大楼，
被发现后用匕首刺中一名警察颈部导致其
死亡。

网络色情信息极易诱发性侵犯罪。处
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对性有很强的好奇心，在
网络色情视频、图片和文字的刺激下，很容
易走上犯罪道路。比如福建泉州市15岁的
阿雄经常一个人在家上网，偶然点开网页中

弹出的黄色网站链接，就渐渐沉迷上瘾，经常
浏览网页至凌晨。2015年 7月的一天阿雄正

在浏览黄色网站，邻居家 12 岁的小妹妹来找
他。阿雄想起网站上看到的那些画面，抑制不住

心中的冲动伸出魔手，最终因强奸罪被判刑。再
如海南省某市初三学生陈华，经常登录黄色网站，
久而久之，就有了尝试一下的念头。2003年12月，
他有次和同学在酒吧喝酒，在别人的教唆下往一名
女同学的啤酒里下药将其迷倒，然后将该女同学带
到另外一同学家实施了强奸。

高额上网费用极易诱发侵害财产犯罪。中学生去网
吧上网不仅要支付上网费，玩网络游戏还需要支付点卡、月
卡或游戏装备、道具费用。多数中学生没有独立生活来源，
零花钱靠父母提供，一般很难满足花销。当想上网或想买
游戏装备、道具却没钱时，自制力差的中学生很容易铤而走
险，通过盗窃、抢劫、勒索获得金钱。比如江苏省某市的初
中生小明，经常出入网吧，沉迷网络暴力游戏。随着父母下
岗，小明的零花钱减少，再也不能满足他的上网需求。2013
年11月28日，小明在网吧花完身上仅有的钱，却还在游戏
兴头上，就模仿网络游戏中的劫匪，准备刀具后抢劫路人，
抢到一部手机和一些现金。事后，他又回到网吧继续玩游
戏。再如，云南省16岁的周某对网络游戏很痴迷，生活费
除了吃饭外，全部用于上网。随着上网玩游戏的开销越来
越大，他萌发了抢劫同学“搞钱”的念头。2015年期间，他
多次在放学路上拦截同学张某、衡某等，劫走手机等物品并
低价销赃，最终被警察抓获。

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代表着青春和美好，但那
些网络带来的负面信息，也时时刻刻像雾霾一样，笼罩在中
学生的成长路上。一旦中学生走向犯罪的深渊，雏鸟折翼，
春蕾枯萎，无论是对自己及家庭，还是对国家和社会都是巨
大的损失。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惕，全社会
应携手同心，为中学生打造一片远离网络雾霾的蓝天。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一五班田行健

““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