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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名优秀党员干警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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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华：

敢于监督的检察官

付雪琴：

工作中的付雪琴（受访者单位供图）

工作中的刘晓华（（受访者单位供图））

一心为民的好民警

个人
名片

刘晓华，
现任滑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检委会
委员、
一级检察官。先后荣获全国首届
“监所检察业务十
佳标兵”
、
全省
“刑事执行检察业务标兵”
“
、2020 年度执检条
线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
、
全省检察机关
“十佳”
派驻监管场所检
察员等荣誉称号，
被省检察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被安阳市检察
院荣记个人三等功两次，
被安阳市委表彰为
“安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
被安阳市检察院评为
“时代先锋检察官”
。

付雪琴，现任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党委
委员、湘江警务室社区民警。曾当选为第十二次全
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国好人”
“河南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河南省岗位
学雷锋标兵”
“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河南巾帼民警”
“河南
省最美女干警”
“平安河南调解之星”
“全省社区警务工作能
手”
“鹤壁市道德模范”
“鹤壁市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并获鹤
壁市五一劳动奖章。

个人
名片

敢于监督，让每一起案件都成为精品
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
尊严和权威，是检察官的天职，更是
刘晓华的追求。刘晓华一直以依法
规范办案、公正严格执法为人们所
称道。她在工作中敢于监督、善于
监督，以“求极致”精神办好每一起
案件，取得了显著的工作业绩。
她办理的犯罪嫌疑人张某等5人
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
被最高检评为
“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和司法

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精品案
件”，是河南省检察机关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监督类唯一入选案例。
2020年，
刘晓华在梳理法院判决中发
现，
法院对判处有期徒刑不满一年的
罪犯适用缓刑时，
存在缓刑考验期不
满一年的情况，违反了法律规定，针
对此问题向法院制发了检察建议，
推
动法院对此类问题全面纠正，
获得了
省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的通报表扬。

胸怀大局，让精准服务成就检察形象
刘晓华把严格执法与理性、文
明执法相结合，用诚心帮助感化在
押人员，使在押人员切实感受到刑
事执行检察官的关爱，认真悔过、真
心向善。近 5 年来，她办理的服刑
人员控告申诉案件 20 余件，帮助在
押人员追回被非法扣押的财物价值
10 万余元。她在办理在押人员何
某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时，发现何
某系民营企业家，且企业在吸纳贫

困户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遂依
法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使
企业全面恢复经营，在原就业的 10
户贫困户脱贫的基础上又吸纳 5 名
贫困户再就业，以实际行动助力脱
贫攻坚，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该案件
2019 年 11 月被省检察院评为“河南
省人民检察院涉民营企业家羁押必
要性审查典型案例”
。

为民司法，让主动监督传递司法温情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点多面广，
时
常遇到法律法规适用方面的问题，
刘
晓华以维护刑事被执行人的合法权
益为出发点，
主动作为，
积极履职。
2016 年 5 月初，
刘晓华在看守所
谈话室内对新入所人员徐某进行谈
话时发现，徐某情绪低落，后通过询
问管教干警和徐某同监室在押人员
了解到，
徐某家中有一个10岁的孩子
无人照管，心中很是牵挂，徐某甚至
有过轻生的念头。刘晓华经过走访，
发现徐某父母已去世多年，
妻子也病
逝了。于是，
刘晓华给徐某的孩子送
去了学习用品和水果，
鼓励他好好学
习；为了保证孩子的基本生活，协调

当地政府为徐某家庭办理了低保，
解
决了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问题，
并
且找到了愿意临时抚养孩子的家属，
让孩子安心学习生活。问题解决后，
徐某感激之余，
表示愿意改过自新，
认
真接受改造。2016年11月，
刑满释放
的徐某专门为刘晓华送来了锦旗。
刘晓华牢记党的宗旨，开拓进
取，担当作为，无私奉献。她为刑事
执行检察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用
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赢
得了上级的肯定。她用坚强和执着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凡的业绩，
成 为 刑 事 执 行 检 察 战 线 上 的“ 尖
兵”
。
（河南法制报记者 荆锐 /整理）

社区警务一面旗
社区警务是公安工作的基础，
联
系着千家万户，
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付雪琴
摸索总结出
“六勤”
（勤学习、
勤宣传、
勤走访、
勤调解、
勤关爱、
勤防范）
“三
向前”
（向前多走几步路、
向前多说几
句话、
向前帮几件事）的服务群众工作
法，
成为社区警务工作的一面旗帜。
为了更好适应形势的需要，付
雪琴坚持党建引领，认真学习“枫桥
经验”，利用主题党日、重要节日、集
体活动等载体，发动群众共同开展
一系列凝聚人心、
暖心爱民的活动。

她发挥
“人广、
地熟、
威信高”
的优
势，
融合社区、
基层党组织、
网格员、
多
警种警务人员和多方群众力量，
创建
“党建+警建+社建”
模式，
搭建新型社
区警务服务平台，多向赋能、同频共
振，以“网格小平安”促进“社区大和
谐”
。
她依托
“脚板+科技”
，
强力推进
智慧安防小区建设的做法，
走在全省
前列，
省内外多地前来参观学习；
组建
了由法律工作者、
老党员、
老干部、
社
区干部、
心理咨询师共同组成的调解
团队，
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服务群众一警花
25 年来，付雪琴始终积极探索
公安工作与群众满意的最佳结合
点，想方设法纵深方向开展工作，
为群众提供最暖心的服务。
付雪琴为双目失明的老人提
供 上 门 服 务 ，与 他 们 结 成 帮 扶 对
子；她到医院为重病的农村老太太
照相办证，并将办好的证件及时送
到病人手中，使其医药费报销问题

得以解决；她帮助狱中的犯人从千
里之外讨要回被拖欠的工资，并想
方设法解决其家中困难，使其免去
后顾之忧，好好改造；她帮助刑满
释放人员解决困难，并鼓励其重新
树立生活的信心……像这样的事
还有很多，这数不清的事温暖了群
众的心，树立了党和人民警察的良
好形象。

悉心沟通一座桥
作为一名警察，就是要勇于担
当、用心对待群众，同时也意味着付
出和牺牲，特别是对于一名坚守在
基层一线 25 年的女警，自有更多的
艰辛在其中。这么多年来，付雪琴
往返奔波、早出晚归，不管碰到多大
的困难，都始终怀着一颗热忱的心，
微笑着走到群众中，为群众提供最
暖心的服务和帮助。对于家中的老
人和孩子，她有着更多的愧疚，她不
是不爱他们，不是不牵挂他们，但

是，她却把更多的时间和爱无私地
奉献给了群众。这是一名人民警察
对群众最深沉的爱！
25 年来，付雪琴接待走访群众
50 万人次，
办理各类手续 30 万份，
上
门送证达 10 万份，解决疑难问题
3000 多个，法律安全宣传近 20 万人
次，调解矛盾纠纷 800 多起，做好事
不计其数，
给一个个家庭和群众送去
了温暖和平安，
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关
爱。（河南法制报记者 荆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