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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印象”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周末回家团聚，吃饭时母亲对我说，你给隔壁张奶奶家送盘水饺
吧，她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孤零零的挺可怜。我答应着，心里却有些不
太情愿。

从小我就发怵去张奶奶家。她性格孤僻，很少和外人来往，家里
空荡荡的，只有几间北屋，平时也总是闭门关窗，整个院子笼罩着一
层神秘气氛。小时候我调皮，曾想偷偷溜进她屋里看看，结果被张奶
奶逮了个正着，当时就拉到我父母面前告了一状，说什么对神灵不
敬，以后必有祸患，害得我被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小伙伴们问我看到
什么了，我说只看到里面黑乎乎的烟雾缭绕，好像中央有个香案，上
面供着几尊神像。

后来长大了，慢慢知道张奶奶其实是个可怜人。她年轻时守寡，
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儿子相依为命。大儿子 10 多岁时不幸夭折，从那
时起她便请了神仙菩萨在家里供奉着，做事也变得神神道道。都说
她每年会步行到五十里外的道观去求一道平安符，回来后供在堂屋
中央，谁也不能碰，连她最疼爱的老二也不行。也许是心诚则灵吧，
张奶奶家的老二从小聪颖懂事，学习刻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百里
外一座城市工作，再后来听说工作干得好当上了领导。而张奶奶则
是越来越虔诚，不但每年雷打不动地去求平安符，而且自己省吃俭
用攒下的香火钱也给得越来越多。

想着这些，我已经走到张奶奶家院门口。大门敞开着，张奶奶正在
院子里晒太阳，她看到我亲热地迎过来：“孩子，回来啦？快进屋歇歇。”
我本来不想进屋的，但拗不过奶奶的热情只好进去了。一进屋，我有些
吃惊，屋里虽然没几样家具，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根本没有神像、平
安符什么的。

张奶奶看出了我的疑惑。待我坐下后，她慈祥地看着我说：“孩子，
小时候你不是想进来奶奶不让你进来吗？现在是不是觉得奶奶和以前
不一样了？”

我有些难堪地点点头。
“听说你能在报纸上写文章哩。奶奶给你讲件事，你看能不能写

写，让老姐妹们别和俺一样上当受骗，另外也好好表扬表扬派出所
的小李子。”

我好奇地听着，张奶奶讲起了她的故事。
三个月前的一个中午，张奶奶正打算午休，忽然来了两个中年人。

这两个人穿得挺气派，急火火地进门后就叫大娘，说他们是张奶奶家老
二单位里的，今天和老二一起出差，本来想顺路过来看望张奶奶，结果
在离这儿不远的县城出了车祸。老二坐在前面受了伤被送进医院，他们
带的钱不够住院，老二让他们找张奶奶拿点钱先应急。说着两个人还拿
出手机，里面有他们和老二的工作合影。张奶奶一听就急了，马上要去
医院，这两个人说现在正办手续，等办好了就接张奶奶去。情急之下，张
奶奶来不及多想，翻箱倒柜凑了1000多元钱就让两个人拿去了。

送走了两个人，张奶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她担心儿子，就跑到村
委会给老二打了个电话，结果电话那头老二说他正在济南开会呢。张奶
奶当时就傻了。旁边的村民听说了这件事后，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报
案。派出所的小李迅速赶过来，通过调取村里的治安监控录像，了解到
这两个人出村后就上了一部蓝色出租车。小李马上联系县公安局，通过
天网监控系统分析各路口动向，判断出两个人的逃跑方向，一个小时后
就在邻县将他们拦截下来。张奶奶的1000多元钱完璧归赵。

“奶奶虽然被坏蛋骗了，但小李比神仙的千里眼还厉害呀，一下午
就逮住他们了。”张奶奶感慨道。后来她家老二专门回来给派出所送去
锦旗，又回家劝张奶奶别总是信神求符了。张奶奶虽然当时想不通，但
后来慢慢想开了。

“神仙不灵啊，平安符也不管用，要不骗子不会找上门来骗俺，”张
奶奶边走边说把我送到门口，“俺把他们都请出去了，真要老百姓平安，
还得靠政府啊！”

我应承着，心里想起一句老话“平安是福”。平安符带不来平安
福，只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才是老百姓平
安的最大保障。

（作者：王谦 单位：山东省邹平县工商局）

平安符，平安福

6月14日，经过乡贤罗良锦2天的调处，湖南省辰溪县田湾镇乌金村
村民罗良高与罗兴柔的屋场纠纷顺利化解，双方握手言和。

在辰溪县，像罗良锦一样的乡贤“和事佬”达100余人，今年1月以来
调处矛盾纠纷达39起。

在湖南省怀化市，辰溪既是人口大县，也是工业大县、经济大县。正值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个县触及问题早，矛盾纠纷多。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确保社会稳定？

辰溪的决策者想到了乡贤。为使村民既“富口袋”，又“富脑袋”，辰溪
从2015年开始，建立了1500余人的乡贤资源“储备库”，在全县各乡村兴
办“乡贤文化讲堂”，向广大村民讲解伦理道德、社会公德、好人故事、历史
文化知识等。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讲堂活动1000余场次，参与群众达10
万余人次，效果明显。

乡贤由道德模范、退休“五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他们扎根
基层，群众威望高、情况信息清，调处矛盾纠纷效果好。

今年年初，辰溪县综治委制定出台了工作方案，引导乡贤积极参与基
层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由县委政法委牵头，县司法局、乡镇联合对1500余
人的乡贤队伍进行了梳理，选出政治过硬、有威信、熟悉法律法规和乡风
民俗的100余名乡贤，组成“乡贤调处团”。为了提高乡贤调处矛盾纠纷的
业务能力，乡镇还专门对其进行了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培训。

74岁的舒易鼎是辰溪县黄溪口镇水獭村原支书，他带领村民建学
校、修公路、植树造林，在附近的双溪、老街、大湾等村威望也很高，群众有
事情都喜欢找他。2010年9月的一天，他为调处纠纷回家途中不幸出了车
祸，造成右腿截肢，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老舒的工作热情。

今年3月11日，双溪村一位老党员去世，家属将安葬地确定在村柑橘
园。大部分村民不同意，称对方若强行下葬将进行阻拦。双方矛盾一触即
发，处理不好将引发群体性冲突。

舒易鼎获悉后，拄着拐杖一边做死者家属思想工作，一边做群众工
作。通过多个来回，村组党员干部和群众同意死者葬到集体柑橘园，家属
向村里支付一次性土地使用费，达成了调解协议。

如今，辰溪23个乡镇均开展了乡贤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乡贤们
从传统“老理儿”出发，从家庭亲情入手，以法律法规做后盾，凭借长辈身
份和道德威望，用老百姓的“法儿”平老百姓的“事儿”，明显高于传统调解
的成功率。

（作者：张凯 单位：湖南省辰溪县委政法委）

乡贤化身“和事佬”

本报讯（《方圆》记者田骁 沈建华） 9 月 11 日，由方圆杂志社
《人民监督》专刊发起的“我为检察建言”活动，在人民监督微信公众
号和法制晚报“看法新闻”APP 正式上线。

该活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代表联络和检务公开的工作机构进
行全程业务指导，主要目的是利用新媒体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客户端，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察干警及人民群众征集意见建议，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同时，借由大数据技术提高向广大群众推送
相关新闻信息的精准度，探索检务公开经常化、个性化的服务方式。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9 月 11 日至 9 月 30 日为建言征集阶段。随后
将对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梳理和分析，形成综合报告，为最
高人民检察院部署下一步工作提供参考。对于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
和热点问题，还将由相关部门进行集中办理和反馈。

“我为检察建言”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王治国
徐盈雁 徐日丹

9 月 12 日下午，正在参加第二十
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
代表大会的莫桑比克共和国总检察

长比阿特丽丝·布西莉接受了本报记
者采访。

记者：尊敬的检察长阁下，欢迎
您 再 次 来 到 中 国 北 京 。 我 们 记 得
2012 年您曾来华访问。这是再次来
华，您对中国、对中国检察机关有哪
些相同感受，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收

获？
比阿特丽丝·布西莉：首先我要

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此次年会筹办方
的感谢。我与中国朋友已经有好长
时间没有见面了，通过参加这次会
议，感觉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领域
需要探讨合作。

记者：众所周知，执法司法合作
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昨天，您与曹建明检察长又共同签订
两国检察机关合作谅解备忘录。对
于备忘录执行落实，您有哪些想法？
对于与中国同行合作，您又有哪些期
待？

比阿特丽丝·布西莉：我 们 在
2016 年的时候就已经签署了相关备
忘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双边关系
的发展，我们在昨天签署了新的备忘
录，明确了一些未来将要共同合作的
事项。

一方面，我们与中国检察机关一
直有人员培训方面的合作，过去也开

展了多次培训合作。这次新的备忘
录一定会给我们的人员培训工作带
来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根据新的
备忘录精神，我们将与中国检察机关
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加强合作。

记者：中莫都是发展中国家，有
着共同的利益，也面临共同的问题。
您觉得发展中国家检察机关应如何
加强交流合作，更好推动本国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比阿特丽丝·布西莉：莫桑比克
和中国在多个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
包括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
等。通过这次来华，我们与中国检察
机关确定了很多关于司法安全方面
的合作，特别是保障投资人安全方面
的合作。我还想介绍的是，在公共利
益保护方面，我们一致认为要加强交
流和合作，包括法律交流、立法交流
等。

记者：这次大会的研讨主题是
“为公益服务的检察”。您觉得在服

务公益中，检察机关扮演着怎样的角
色，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比阿特丽丝·布西莉：检察机关
在做的事情，包括打击犯罪、维护人
权等，包括加强科技的应用、加强投
资保护等，这些都是在为公益而服
务。我认为，各国检察机关要加强相
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应对这
些问题的能力。

记者：在这次国际检察官联合会
年会上，中国主办方为每位与会代表
都配备一个智能移动终端，相关会议
信息以及会务保障可以通过这个终
端实现及时、全面送达。能否与我们
分享一下您对这个移动终端的使用
感受？

比阿特丽丝·布西莉：特别好。
参会代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
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智能手机方便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这是本次大会做得
很好的一点。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检察长比阿特丽丝·布西莉：

加强合作提升检察机关服务公益能力

□本报记者 王治国
徐盈雁 徐日丹

9 月 12 日下午，正在参加第二十
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
代表大会的捷克共和国最高检察院
检察长帕维尔·泽曼接受了本报记者
采访。

记者：中 捷 自 1949 年 建 交 以
来，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发
展顺利。2016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

与泽曼总统共同签署关于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
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您认为
中捷两国检察机关应当如何深化交
流合作，促进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升
级升温？

帕维尔·泽曼：捷克与中国在商
贸、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已经非常成
熟，我们同时也需要加强司法领域的
合作。我曾与曹建明检察长多次会
晤，都探讨了深化交流合作这一话
题。我认为，加强司法合作的首要问

题是认清双方合作可能存在的问题，
其次要建立合适的法律基础。

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捷克积极
回应与参与。2017 年 5月 13 日，在北
京举行的“‘一带一路’之捷克年”活
动上，贵国总统米洛什·泽曼表示，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给我
们以愿景，还提供了一条足够坚实的
道路。您认为法治建设能在推动“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发挥怎样的
作用？两国检察机关又该在其中发
挥怎样的作用？

帕维尔·泽曼：检察机关的责
任就是积极支持这个倡议并且随时
做好准备。在这个倡议中，会有很
多商贸活动，如果出现犯罪活动，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进行有效打击，
这就是检察官要完成的任务。实际
上，我刚刚与曹建明检察长进行了
双边会晤，建议进一步深化两国检
察机关的合作。我在此重申，捷克
检察机关非常愿意与中国检察机关
进行合作。

记者：在本届年会开幕当天，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出席大会并致辞。两位中国领导代
表中国政府对会议召开的祝贺，也体
现了中国政府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与
希望。对此，您有何感受？

帕维尔·泽曼：在我看来，检察官
群体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也需要融入
社会，所以我认为检察官与政府官
员、普通人员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
的，这种相互交流能让我们及时跟进
社会正在关心的问题。习近平主席
发来贺信，张德江委员长出席会议并
致辞，这是检察官和政府官员、社会
人士互动的良好体现。

记者：2016 年，曹建明检察长访
问捷克期间，与您举行工作会谈，双
方共同签署了两国检察机关合作谅
解备忘录。目前，这份合作谅解备忘
录落实得如何？通过与中国同行的
接触交往，中国同行留给您的印象是
怎样的？

帕维尔·泽曼：这个合作谅解备
忘录我们正在进行积极落实，包括进
行案件信息的交换和检察人员的培
训等，这也是今天我与曹建明检察长
会谈的主要内容。上周五，我访问了
中国上海市检察院，与上海检察官进
行了工作会谈，这次会谈是具体有效

的。我认为，这就是落实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记者：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数
据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开展司
法协助，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

帕维尔·泽曼：具体到刑事司法
协助领域，我认为大数据时代让司法
协助变得更加快捷了，但我们需要
考虑的问题也更多了。比如，我们
需要另外一个国家在案件上提供帮
助，这个案件信息如果通过网络传
播的话，很有可能因为网络原因消
失了，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难。实
际上，科技的发展远远大于我们司
法执法合作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
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即检察工作
如何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

记者：对在此次年会上担任志愿
者工作的北京青年检察官您有何寄
语？

帕维尔·泽曼：这次会议给我安
排了一名检察官联络员，这让我很开
心，因为我意识到这次会议让更多的
年轻检察官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我
认为，中国检察官的专业水平很强，
并且非常友好、乐于合作。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

捷克共和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帕维尔·泽曼：

捷克检察机关非常愿意与中国检察机关合作

□本报记者 王治国
徐日丹 徐盈雁

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
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
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晋以会议代
表身份参加了此次盛会。而早在 18
年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部门工
作的王晋曾参与第四届国际检察官
联合会年会暨会员大会筹办工作。
参加、参与两次联合会年会，会有怎

样的感受？9 月 12 日上午，本报记者
就相关问题对王晋进行了专访。

记者：从亲身参与筹办第四届国
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到以会议代表
身份参加第二十二届年会，您觉得两
次会议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王晋：应 该 说 一 样 参 会 、两 样
情。虽然时隔 18 年，但我仍清晰地
记得第四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
是 以“ 惩 治 欺 诈 与 腐 败 犯 罪 ”为 主
题。此次参会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但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意在在全球

范围内促进各国检察官之间的相互
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检察官合作
的宗旨和理念是一如既往的。

1999年，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中
国检察机关在北京承办了第四届国际
检察官联合会年会。会议的举办搭建
了中国检察机关与世界各国检察机关
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打开了面向世界
的窗口。再次参加会议，我感觉最大
的变化是，中国检察机关和世界各国
检察机关共同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
例如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金融犯
罪、反恐合作以及公益服务、信息技术
与司法检察工作的融合等等。

记者：在过去的 18 年里，您对中
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有什么感受，其中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晋：过去 18 年，中国的法治建
设 可 以 说 发 生 了 全 面 而 深 刻 的 变
革。无论是从中国政府对法治的重
视程度，还是践行法治的力度，无论
从各级公务人员还是到普通老百姓
的法治观念，无论从立法完善还是到
执法司法的更加严格公正廉洁，都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要说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
是中国把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

理政重大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这是
近年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的根本性前提和保障。

记者：在您看来，开展对外交流
合作对促进检察工作有何意义作用？

王晋：我曾在最高检国际合作局
工作过 10多年时间，深切体会到了对
外交往在促进检察工作发展方面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现在世界的全球化趋
势非常明显，各国检察官都遇到一些
不同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各国的检
察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说，“各
村都有各村的高招”，通过这种交流和
学习来取长补短，对彼此的工作都会
有很好的促进。另外，随着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
进，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深
化司法合作、检察合作也越来越必要。

在我看来，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
也要借助这个平台推动我们的检察
外事工作，使中国的检察官更多地走
向世界，了解世界。同时，吸收世界
各国一些好的做法，在我国对外交往
当中，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检察元素。

记者：今年会议主题是“为公益
服务的检察”，对这一主题的确定您

怎么看？
王晋：检察官是公共利益的守护

者，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是非常适宜
当前世界发展形势变化的。2015 年
7 月，中国检察机关开始公益诉讼试
点。今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的决定，通过立法赋予了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职能。这时候，我们更
加迫切地希望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
在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这次会议主
题对我们来说，真是恰逢其时。

记者：您对此次会议的召开有什
么期待，对检察国际交流合作有怎样
的憧憬？

王晋：我期待通过这次会议的讨
论、交流、碰撞，能够进一步加深了
解、巩固共识、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为
检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一
个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我
相信各国在分享保护公益、推动法治
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一定能够进一步
深化友谊、达成务实合作的成果，为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

中国检察官要更多地走向世界了解世界
——专访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会议代表、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晋

（上接第一版）
与 会 代 表 对 此 深 有 感 触 。

在 12 日下午举行的专题讨论会
上，“检察官，廉洁性与公正性”
这一议题引发热议。

“有些人将检察官称为保卫
正义的战士。检察官应当确保依
法行事，没有歧视。中国检察官
显示出了对公正司法的决心。”巴
勒斯坦总检察长阿迈德·巴拉克·
宾哈迈德接受采访时表示。

福建省检察院检察长何泽
中认为，检察工作的宗旨应当统
一于党的宗旨之下，始终坚持司
法 为 民 理 念 ，心 中 坚 守 法 治 底

线。检察官要有纪律意识和法
治意识。在廉洁性和公正性方
面出问题的检察官，往往缺乏纪
律意识和法律意识。只有准则
立于心，行为才能正。要从严治
检、规范司法，用严格的标准和
制度要求检察官廉洁从检、公正
司法。

美国罗得岛州检察长彼得·
基尔马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依
法独立执业，保持廉洁性、公正
性，对所有国家的检察官而言都
至关重要。如果检察官受到贪
腐的影响，公正便无从保障，进
而会失去国民的信任。

与会的很多代表都提到，世
界各国检察官都应严格依法履
行职责，保持廉洁性、公正性，如
有违反应接受惩戒。

和谐：中国人民应为生
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感到
自豪

在追求法治社会的“和谐”
中，各国检察官能发挥怎样的作
用？结合贺信中的论述，与会代
表纷纷建言献策。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执委、赞
比亚前总检察长穆特姆博·尼切
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促进社会

和谐，每个人都必须知道法律是
什么，都必须遵循法律。检察官
要 做 的 就 是 让 每 个 人 懂 法 、守
法。当有人违反法律时，检察机
关就要站出来。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执行主
任杨娜·霍斯特·哈珀奈尔告诉
记者，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也充分意识到加强国
际合作、预防犯罪、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应为
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有保障的
社会环境里感到自豪。”杨娜说。

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于天
敏认为，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保证。中国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又
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护者。惩
治和预防犯罪，依法惩治犯罪分
子，可以直接消除社会不和谐因
素。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推
动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突出
问 题 ，可 以 努 力 化 解 不 和 谐 因
素。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积极
参与和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加强犯罪预防，妥善解决
检察环节的矛盾纠纷，努力从源
头上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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