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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生涯中
那难忘的第一次经历

·讲述·

□淇县检察院 王润如 /口述 薛谦 /整理

“别和我说那么多，不用解释，我什么也不知
道，什么也不想说，我现在就是要走！”小陈一边用
手臂用力把我推到一边，一边大声叫喊。2014 年
5月 3日，我第一次到淇县检察院参与案件办理询
问证人时，就遇到了刚刚发生的这一幕。

2014 年 5 月 2 日，张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
“小王，你刚从事工作不久，在学校学了很多理论
知识，但实际操作方面还是空白。这几天我正准
备办理一起非法集资案件，这起案件你来跟我一
起做吧，多学习下。”我学习法律这么多年来，一直
没有办理过案件，现在终于有机会亲身参与案件
办理，能够直面罪恶，伸张正义，心里瞬间激动到
了极点，脸上也乐开了花。张科长看着兴奋的我，
提醒我说：“别高兴得太早！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
事，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一个案件从侦查到
起诉再到审判，中间的每个环节都是要一步步踏
实走过来的。”张科长接着说，“我仔细审查了这家
公司的账目往来，发现一些数据还需要向证人询
问查证。你也看看这些账目数据，明天和证人一
起对下账目。”

第二天，在我的多次电话催促中，本来约好 9
点前来的小陈 11点才到。我刚一发问，小陈就大
声争吵起来，很是抵触，这让第一次询问证人的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张科长微笑着
对小陈说：“小陈，你先别紧张，我们请你过来只是
帮我们把账目上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梳理清楚，并
不是针对你。”随后，张科长又对我说：“小王，你中
午出去吃饭回来时帮我带两份饭回来。”“好啊，没
问题！不过，张科长您中午不是需要回家给孩子
做饭吗？”“嗯，不回去了。小陈来回一趟也不容
易，尽快把数据核算完，小陈就不用来回奔波了。
孩子我已经让她外婆到家里给她做饭了。”听到这
里，原本还愤愤不平的小陈突然间变得安静了起
来。张科长说：“小陈，你喉咙是不是有点发炎了，
我听你刚刚说话时声音有些嘶哑。小王，中午你
去买两碗手擀面回来，注意其中一份口味淡些，多

盛些汤，不要放辣椒之类的。”
此时，安静坐在一边的小陈耳根已经有些发

红，带着愧疚说道：“张科长、小王对不起，是我态
度不好。本来我确实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我一进
检察院的大门，心里就开始紧张、害怕。不怕你们
笑话我，虽然我刚才声音喊得挺大，但实际是我故
作声势，掩盖自己内心的害怕罢了！我平时脾气
不好，经常和自己对象还有父母吵架。真的对不
起！我这么失态，你们还这样为我着想。”张科长
说：“没什么的！我们的工作职责不只是查证事
实、办理案件，安抚证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
的情绪，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得到最大照顾，也是我
们每一名检察干警应尽的责任和必备的技能。”说
到最后时，张科长意味深长地看向我。我知道，张
科长是在给我上一堂活生生的教育课。“世上没有
不劳而获的事，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个
环节都是要一步步踏实走过来的”，张科长那天的
话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我意识到自己的学习之路
才刚刚开始。

我中午回来时，核查工作已接近了尾
声。看到带饭回来的我，小陈主动说：“张
科长，我们先把最后的数据汇总清再
吃饭吧，没多少了。”张科长端起手
擀面放到小陈面前，笑着说：“不
行！你先吃饭，工作随后做，
健康问题可不能往后推！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说到这里，小陈的眼
角已泛起了泪珠，
而我也懂了很
多 ：关 于 工
作，关于
做人！

一碗手擀面 滑 县 一
个 年 仅 14

岁的女孩，离
家出走一个多月

杳无音信。2015年
6月 19 日，滑县警方

历经10多个昼夜不懈追
踪，最终在一家KTV内找到

该少女。

2015年5月15日20
时，滑县桑村乡某村14岁

女孩婷婷（化名）在家吃过晚
饭后出门，一夜未归，手机也不

接听，急坏了她的父母！
第二天，家人从村子的监控中看

到，婷婷从家出来后向西走去，走到村
西头南北大路上，站了一会儿后，从北边

驶来一辆摩托车掉头停在婷婷身边，婷婷当
即坐上摩托车向北驶去。
婷婷全家出动，分头到亲戚、朋友和同学家寻

找，始终没有她的身影，也没打听到她与人联系的任
何信息。

6月4日，婷婷父母来到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
求助，女儿已离家近20个日夜，没一点音信。了解详情
后，滑县公安局以婷婷疑似被拐卖立案侦查，中队长韩尚
海，民警张智杰、韩莹等，迅速展开多方调查。

专案民警了解到，婷婷小学辍学后，一直在家闲着，
除了今年正月到郑州一方便面厂打了20天工回来后，再
也没有外出过。她的QQ从离家后极少登录，手机已关
机，家人不知她是否在谈恋爱，也不知她是否有其他聊天

工具。
在多个警种的联动下，专案民警掌握到更多线索，

婷婷离家出走以后，曾在滑县城关镇文明路等地出现
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智杰等人通过10多个昼夜不
懈追踪，6月19日凌晨，张智杰在道口镇人民路一KTV
吧台内发现疑似婷婷的身影，当即上前亮明身份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婷婷，桑村乡的。”“你
为什么不打招呼就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十
分担心你？”面对担心许久的民警，婷婷一脸不屑。张
智杰一边通知婷婷父母赶来辨认，一边依法继续盘问
婷婷。

当日凌晨时分，婷婷父母在KTV内见到日思夜想
的女儿。面对一脸焦虑不安的父母，女儿依然显得十分
冷漠。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婷婷离家出走后，很快更换
掉自己的手机号码，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QQ号，以
防被家人找到。一个多月时间，婷婷先后来到滑县道
口、新区的 3 处 KTV 做服务员。在民警的批评教育
下，婷婷不情愿地随父母返回家中。同时，民警对
KTV负责人进行了严厉批评。

（通讯员张波）

KTV内的花季少女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

有手续都严格进行

审查，但不敢保证每

条信息的真实性，所

有信息只作为双方

交流平台，客户交易

前请审验相关证明

文件和手续，签订有

效的法律合同，本报

刊登内容不作为承

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9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发坐垫
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厂。我厂免
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送货，收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挣
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管理费
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1-5
年。可法律公正。郑州华美工艺品厂。

招 商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7737191117

声明公告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魏老师）

要账·取证·找人
15538250011

13015506677

合法·要账·调查
大额三天 小额一天

合法要账

15515357666
高效快捷·速成收费

我厂常年发放纯手工活，诚招各地代理，
加工免费、提供原料、承担运费、税收、无
需厂房、工具简单易学、男女都可，每人日
收入150元，预付加工费80％，负责人工
资4000元，签订法律合同，当日发货。
地址：新乡市南郊新原路开发区
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13140595188

手工活外发
集装箱船员、电工，焊工，厨师，各80名，60岁
以下，年薪20-30万，工资月发，签合同办保
险，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6614007

南京鸿帆船舶急招

法律服务

●河南天阔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编号：4101040057

396，声明作废。

●郑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编号：郑工

法证字第 1601280007，法定

代表人：苏金杰，声明作废。

●滑县枣村建彬熟食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10526602008434声明作废。

●郑州雨枫商贸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1055

7496197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证号：57496197-8

丢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名凯服装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

425000011660，声明作废。

●郸城县丝绸厂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遗失，证号：70671

7265，声明作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纬五路支行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证号：97186075-

9，登记号组代管：410100-27

8719-3丢失，声明作废。

●陈玉荣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4110070726，声明作废。

●丁恒畅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308271258，声明作废。

●宋松林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0325001238，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1日出生的苏

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76720，声明作废。

●王留现位于汝州市王寨乡土地

证丢失，证号：王寨乡集建(1989)

字第6-9-426号，声明作废。

●河南省诚亮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号：3172

26438）、税务登记证（证号：411

729317226438）丢失，声明作废。

●经公司研究决定，注销许昌万

崇胜纺织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002013042268），现本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平舆县越达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李宗印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宗印、方倩、

王铁中组成，李宗印任清算组负责

人，请各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18272812996

●平舆县恒远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李宗社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宗社、方倩、

王铁中组成，李宗社任清算组负责

人，请各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18272812996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20-15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最
新
活
动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虞城县升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