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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个月、180 天、
4320小时……看似简单的数字
背后，却给援疆民警留下了难以
抹去的记忆。为积极响应司法
部“维稳援疆”号召，2017年11
月，省司法厅组建援疆工作队开
始了为期6个月的援疆工作。半
年的时间，他们领略过凌晨4点
的如钩月色，他们经历过泼水成
冰的风雪严寒，他们见识过狂风
肆虐的漫天沙尘，他们更懂得了
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坚守。近日，
省第三监狱、省焦南监狱、省第四
监狱纷纷举行援疆工作报告会，
通过援疆民警的讲述，让全体警
察感受援疆工作队“用奉献铸就
忠诚 用责任诠释担当 用行动践
行诺言”的精神。

省第三监狱干警樊永贵、
燕鹏飞两名民警被选派参加
了援疆工作。舍小家顾大家，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踏踏实实在基层监
管一线工作，做到了善始善终、
善做善成，把在艰苦环境中的
磨炼当作人生的一笔财富，勇
于在实践中锻炼提升。

援疆时，省焦南监

狱民警黄新科将年迈的父母
托付给妻子照看，背起行囊，
毅然踏上援疆之路；刘体峥将
对孩子的思念、牵挂藏在心
底，戍守在祖国大西北。援疆
期间，他们克服远在异地他
乡、条件艰苦等困难，与新疆
监狱战友并肩作战，忠诚履
职，不辱使命，用忠诚与坚守
筑起了一道道安全防线，展示
了作为“焦南人”的精神风貌，
更展示了河南监狱警察的良
好形象。

省第四监狱民警袁晓川
在报告会上以“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为题，从援疆的背景及意义、
援疆工作内容介绍、援疆的感
动与收获三个方面详细回顾了
半年援疆的难忘经历；民警张
慧琳结合具体事例，全面介绍
了援助监狱在队伍管理扁平
化、业 务 分 工 专 业 化、快 速
应急的平战结合、战训一致
化和信息沟通的实时高效、
便捷共享，令在场同志受益
匪浅。（方伟敏 马好全 张
慧琳）

▲近日，省新乡监狱 2018 年服
刑人员广播体操比赛在文化广场隆
重举行。广播体操等健身活动既是
丰富服刑人员文体生活的有效载体，
培育监区特色文化的良好途径，也是
践行以文化人、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的
重要举措。

孙玉海茹长潞摄影报道

▲近日，省平原监狱组织服刑人
员开展了防范自然灾害应急疏散演
练。全体服刑人员在警察的指挥下，
按照应急疏散预案，迅速到广场指定
地点集合，没有一人掉队，没有出现
安全事故，增强了监狱高密度人群安
全疏散意识。 李孟 摄影报道

▲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服刑人员法治思
维，6 月 9 日，省周口监狱六监区成立
普法说唱团，用快板、脱口秀等说唱
艺术宣传宪法。

邹志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荆锐 通讯员 关静）
“前段时间通过自学和集中学习我们对
宪法有了了解，这次程律师结合实际问
题作出的讲解和现场答疑解惑让我们对
宪法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6 月 8
日，省郑州女子监狱组织开展监狱服刑
人员宪法教育主题活动，邀请专业律师
向服刑人员讲解宪法相关知识，服刑人
员张某就不理解的地方向律师现场提
问，得到满意答案后她高兴地说。

活动现场，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程巧梅为该监狱700余名服
刑人员作了题为《学习解读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的报告，报告受到在场
服刑人员的一致好评。

据介绍，引进社会力量，聘请律师、高
校教师、社会志愿者等法律专业人员到监
狱授课，是今后一段时间省郑州女子监狱
宪法教育主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此
前我们已经通过在《春育报》设专栏、开展
黑板报宣传周、发放宪法读本等形式在服
刑人员中掀起了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的热潮。”省郑州女子监狱教育科
副科长董冰告诉记者，除积极引入社会
力量外，该监狱还充分利用“内部力量”，
从各个监区挑选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干
警担任“宪法讲解员”，带领服刑人员认
真学习宪法相关知识，为他们答疑解惑。

抒发援疆豪情
唱响前行高歌

牢记关爱 戒除毒瘾
之声

□记者 荆锐 通讯员 毕冠领/整理

狱中普法形式多
服刑人员学宪法

▲近日，省郑州未成年犯管
教所举行“安全在心中 人人讲安
全”主题签名仪式，以增强全所
警察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

周玲玲 郭建刚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荆锐 特约记者 连
欣）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
点工作中，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
对提高律师辩护率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如何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
师重要作用？如何保证值班律师提
供法律帮助的质量和效率？日前，
省司法厅印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提供法律帮助工作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的法
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对各地具有
现实指导意义。

早在 2016 年，我省便在全国率
先开展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工作，2017 年在成为全国开展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的 8
个省市之一后，省司法厅将原试点
范围扩大到全省 10 个省辖市、91 个
县区，并对推进试点地区的刑事案
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做了大量积
极有效的探索。

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省

司法厅制定出台了此《规定》，进一
步明确提供法律帮助的概念，即指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了解基本案情，
会见被告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对
案件处理提出简要意见等。明确法
律援助机构不再对简易、速裁程序
案件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

《规定》规范了提供法律帮助的
受理和指派流程。由法律援助机构
负责接收人民法院提供法律帮助的
通知，并做好案件信息和值班律师
指派。为提高工作效率，法律援助
机构可以安排值班律师办公室接收
所派驻的人民法院提供法律帮助的
通知，但仍应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
案件信息登记和指派。《规定》要
求，人民法院通知同时为多名被告
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应指派适当数
量的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同一
名值班律师不得为两名以上同案被
告人或者未同案处理但犯罪事实存
在关联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根

据被告人是否被羁押的情况，应当
分别指派驻人民法院和驻看守所的
值班律师办理。

针对值班律师了解案情、会见
被告人等关键环节，《规定》要求值
班律师应当确保全面掌握案件事
实；会见必须在开庭前完成，会见时
应当按规定制作会见笔录，对不配
合会见的，应及时报告；会见结束
后，值班律师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
简要的案件处理意见。此外，《规
定》还对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成
本费用支出标准进行了积极探索。

据介绍，出台此项《规定》是我
省积极配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
值班律师为适用简易、速裁程序审
理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工作，充
分发挥值班律师制度重要作用的又
一重大举措，将有力地推动我省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向
纵深发展。

省司法厅印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工作规定》

推动刑辩律师全覆盖试点工作

我是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戒毒人员谢某，2016 年 5 月，因吸
毒暂别社会和家庭，来到戒毒所
接受教育戒治，不但失去了自由
和青春，而且失去了孝敬父母、实
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2013 年大学毕业后，怀揣梦想
的我毅然离开故乡，只身到北方
打拼。有文化、能吃苦，再加上父
母的帮助，很快我在天津买了房
和车，事业也小有成就。赞美和
荣誉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直
至发展为后来的目空一切，忘乎
所以。工作中我行我素，桀骜不
驯，不能像从前那样与领导、同事
融洽相处，最终选择了辞职。

辞职后，我开始混迹各种各样
的酒吧和夜场，在灯红酒绿中结交
了不少“哥们”，之后他们成了我的

“毒友”。沾染上冰毒之后，我变得
更加堕落，终于因吸毒
被公安机关

抓获，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入所接受教育戒治至今已经

一年有余，静下心来反思曾经的
吸毒过往，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那么荒诞。因为吸毒，我不但
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途，更辜负
了家人对我的期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今年 4
月爸爸突发脑血栓住院，之后，妈
妈在做家务时不慎摔倒，导致右
侧第八根肋骨骨折。家中发生了
这么大的变故，爸妈却怕我着急，
对我只字未提。后来，当我辗转
从姐姐那里听到消息，心急如焚
地拨通家里的电话时，妈妈却一
直宽慰我说：“妈妈没事，听你的
队 长 说 下 个 月 你 就 要 参 加
诊 断 评 估 了 ，最
后 几

天也要把握好，妈妈下个月一定
去接你！”那一刻，我多么希望爸
妈在电话中骂我几句，哪怕只是
埋怨几句或是冲我发发牢骚，而
这一切都没有。

一年多的强 戒 时 光 ，也 许 尚
不足以让我完全与社会、家庭脱
节，但谁的家庭和亲人能禁得起
这种折磨。此时，我想说：“唯有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才能与社会
重新接轨，才能不被飞速发展的
社会所淘汰，才能挺起胸膛，做一
名社会放心、家人满意的好儿子、
好丈夫、好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