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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法院系统先进人物风采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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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三门峡

扎根基层十余载 守护天平保公正
“咬定青山不放
松, 立 根 原 在 破 岩 中 ”。
在三门峡市陕州区法院，
就有这样一个人，他就是
陕州区法院观音堂法庭
庭长王国正。
观音堂镇位于陕州区
东部丘陵浅山区，
距离县
城60公里，
辖区资源丰富，
交通发达，
市场繁荣，
历史
悠久。冯玉祥将军纲领
碑、
《石壕吏》遗址等人文
自然景观数不胜数。2008
年，王国正担任观音堂法
庭庭长，
扎根基层11年来，
他用一点一滴平凡而扎实
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
结下累累硕果，用责任和
担当护卫着天平的公正，
用优良业绩书写着人民法
官的动人乐章。今年以
来，
该法庭收案 229 件，
结
案211件，
结案率92.14%。

——记三门峡市陕州区法院观音堂法庭庭长王国正
扎根基层 疑难杂案勇承担
近年，随着观音堂法庭辖区
三门峡化工产业聚集区的建成与
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并发效
应”，如土地补偿分配纠纷，劳动
争议纠纷，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对
审判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3 年，
观音堂镇界岩村武家
坟组因集体修路，
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将一批耕地进行调整，
一直延
续耕种至 2015 年。因化工园区企
业占地涉及土地补偿，
以该组组长
徐某某为代表的10多户村民，
持土
地证诉至法院，
请求返还耕地。那
个月他每天就是林地、
村民家、
法庭
三点一线，
边查案情边搜集证据边
为村民释法明理，安抚村民情绪。
最终查明，
当年调地时各户代表的
意思均为真实意愿，
据此判决驳回
徐某某的诉讼请求，
受到当地政府
及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笑脸包公”情理相融巧结案
他所结的案件无一起当事人缠诉、上
访，亦无矛盾激化现象发生，真正实现案结
事了。
靠着多年在基层法庭工作中积累的丰
富经验、深厚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调解技
巧，王国正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
制定了《民事诉讼委托调解程序启动及规
范》等 6 项制度，使人民调解工作成为接受
人民法院委托进行的代表人民法院调解的
一项工作。仅 2018 年，他办结案件 295 件，
结案率 96.72%，
其中，
调撤率 45.42%。
庭上用心审判，庭外用情司法。2018 年
的一起离婚案件，被告移居巴西，法庭在开
庭前向其指定代收人送达应诉材料等，
确定
案件开庭日期后，被告却因工作无法回国，
双方就孩子、经济问题一直未能协商一致，
得知被告的情况后，王国正便轮流给双方
当事人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提
出开庭当日通过微信视频进行庭审，庭审
过程十分顺利，被告当庭表示同意离婚，最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李英 王晓东 杨帆

终法庭判决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双方
均表示服判息诉，案件在被告“缺席”的情
况下圆满审结。

老骥伏枥 不等扬鞭自奋蹄
多年来，王国正始终在基层一线岗位
上，
勇啃“硬骨头”
，无怨无悔，
默默奉献。
早在 2014 年，王国正就因冠状动脉堵塞
达到 90%，住院诊疗。但不管多忙多累多不
舒服，他从不让当事人白跑，什么时候来什
么时候接待。
2019 年 7 月的一天，他刚刚接待完一名
当事人，正准备下午开庭的材料，法庭书记
员冯浩见他靠在椅背上许久未动，便关切
地上前询问，他缓了一下说：
“没事，刚才心
口有点疼，歇一会儿就没事了，赶紧准备材
料吧。”第二天早上，冯浩接到了王国正安
排工作的电话，直到隔天早上还未见到王
国正，经询问才知道王国正打完这个电话
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因冠状动脉堵塞严重，
不得不安放支架。术后仅一周，他便重回
他牵挂着的法庭办案。

庆 70 华诞 展示新作为 树立好形象

□策划：
王飞 马建刚

——三门峡市检察机关“检察之星”
先进事迹巡礼

严格执法，彰显公平正义。在办理王
某某介绍卖淫、故意伤害案时，他依法追捕
漏犯 4 人。面对开庭期间两名被告人当庭
翻供、拒不认罪的情形，他沉着应对，7 名案
件被告人均被判处实刑。
服务大局，助力脱贫攻坚。2017 年 5 月
至今，
他先后担任汤河乡新坪村、
汤河乡杨家
庄村、
东明镇张麻村、
范里镇苗村驻村第一书
记，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5户302人，
整改档
卡资料800余份。新建水井两处，
硬化村组出
行道路，
新建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他先后
协调建成现代化猕猴桃观光种植基地一个，
引进食用菌生产车间一个，
组建农业生产合
作社3个，
流转土地500多亩用于发展高山黄
菊、优良核桃树种植。新坪村党支部被县委
表彰为“五星级”
党支部；
杨家庄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32 户 119 人脱贫，并被县委县政府表
彰为“党建观摩示范村”和“综合工作先进
村”
；
张麻村
“软弱涣散”
村摘帽。
廉洁自律，
从严要求自己。坚持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不动摇，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
始终以一名党员和检察官的标准
要求自己。清清白白做事，
干干净净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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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政策研究室作为服务领导决策、服
务检察业务的参谋助手，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为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决策，做深做
细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他勤于思考，善于钻
研，结合工作实际，积极调研，主动参谋。
近年来结合检察实务，他撰写的《共享时代
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制探究》
《突出
四种关系，注重四个坚持，探索三门峡市检
察机关党建工作新路径》
《转型发展背景
下，检察权自信自强的路径分析》
《行政公
益诉讼视角下诉前程序价值探究》
《三门峡
市非法集资调研报告》等为领导科学决策
和全局把握提供参考；他撰写的《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机制探究》在第八届晋陕豫三
省四市法治论坛获一等奖；他承担省级研
究课题两项，一项获全省优秀奖；2018 年，
他参与了最高检立项的《涉众型互联网金
融犯罪主体范围政策研究》课题写作工作。
自工作以来，
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一
次，
荣获嘉奖两次，
并获三门峡市禁毒工作、
打假工作、宣传工作、调研工作先进个人等
荣誉。

段雁飞，男，1986 年 7 月出生，汉族，
本科。2009 年进入卢氏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
现为第一检察部员额检察官。

卢珊：无私无畏显正义 无怨无悔铸忠诚

段雁飞：扶贫一线检察蓝

张伟龙：妙笔生花著文章

张伟龙，男，32 岁，中共党员，兰州大
学法律硕士，2014 年通过河南检察机关统
一招录考试进入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
从检 5 年来，他先后在政治部宣教处、侦查
监督处和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

卢珊，
女，
汉族，
1986年9月出生，
中
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2014 年3月，
她进
入卢氏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荣立个人三等
功一次，
获个人嘉奖一次，
先后获得全县
“秋季执行风暴专项行动打击拒执犯罪”
先进个人、
三门峡市
“巾帼岗位能手”
“优
秀公诉人”
“河南省青年卫士”
等荣誉称
号。
坚守证据审查生命线，严把公诉案
件质量关。5 年来，她共受理公诉案件
342 件 438 人，移送起诉 330 件 426 人，
建议公安机关撤案 12 人，均在法定期
限内办结，
均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坚持多方位帮扶救助，注重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68 件
89 人，其中附条件不起诉 3 人，公安机
关撤回 1 人。在办理王某某被侵害案
中，她严格落实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
殊、优先和及时保护政策，派二级心理
咨询师进行心理辅导，为被害人申请法
律援助、残疾人救助金和司法救助金。
延伸检察职能，体现司法温情。她组织
开展“清查水晶泥”
“校园安全隐患大排
查”
“校园食堂安全”
“排查毒疫苗”等 10
余项专项活动，分别向县公安局、县教
育体育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
位发送检察建议 9 份，积极开展“送法
进校园”活动，累计普法宣传 60 余次，2
万余人次学生和家长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