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样的放火
!

魏 杨建利

!"#$

年
$

月
%

日! 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李林放火

罪一案作出判决! 鼓楼区法院认定李林

放火罪罪名成立!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看似普通的判决书!背后却有着别样

的曲折"

现年
%&

岁的李林有着不幸福的童

年"家庭矛盾的阴影!滴血认亲的经历!

造就了他扭曲的心理"

!&&&

年因犯强奸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刑满释放后又

沾染吸毒恶习! 影响了工作以致被老板

解雇!精神压力很大"

!&#%

年
'

月
(

日又

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 释放后第二

天便又开始吸毒"

!&#%

年
'

月
!)

日下午李林到网吧

上网!其间与身旁两名男子发生口角!但

因势单力薄!只好仓皇逃出网吧!随后便

游走于福州街头" 走到鼓楼区杨桥加油

站时!李林停下脚步!朝着加油站破口大

骂!以发泄心中的不快"当晚
##

时左右!

李林到加油站的超市里买了两包烟!然

后坐在加油站外一边抽烟! 一边回想着

自己的经历"

次日凌晨
!

时左右! 李林越想越难

受!认为这个世界对其很不公平!就萌生

了自杀的念头"于是他走进加油站!抢过

员工手中的加油枪! 企图使用打火机引

燃加油站而自焚! 后因打火机未点燃而

被公安干警制服"

此案移送鼓楼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后! 承办检察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林

时!发现其精神状态欠佳!总是前言不搭

后语"回到办公室!细心的检察官翻阅着

卷宗!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问号"第一!

犯罪嫌疑人李林对自己行为的辨认与控

制能力异常!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第二!火烧加油站的行

为是否会引起加油站的爆炸# 如果具有

引起爆炸之可能! 那么本案应认定为爆

炸罪还是放火罪#带着这些疑问!承办检

察官主动联系公安干警! 开展调查取证

工作"

一方面! 承办检察官陪同公安干警

走访福州市鼓楼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就本案相关技术性问题进行咨询!工

作人员表示加油站严禁产生明火! 李林

的行为可能会引起加油站燃油的点燃并

产生爆炸"

另一方面! 承办检察官建议对犯罪

嫌疑人李林作精神病鉴定! 以判断其是

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

!&#%

年
#&

月
%&

日! 福建省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出

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李林患有$精神

活性物质!中枢兴奋剂"所致精神障碍%!

但在责任能力方面! 认定李林受精神症

状的影响! 作案时对自己行为辨认和控

制能力明显削弱! 但由于吸毒是违法行

为! 李林长期放纵吸毒的行为使自己陷

入精神障碍中!有完全责任能力&

结合调查取得的证据! 鼓楼区检察

院召开案情分析会! 就李林的责任能力

及行为定性进行讨论&经讨论!大家一致

认为李林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是此前自

己吸毒行为造成的! 因此应认定为有完

全责任能力&在定性方面!大家认为爆炸

罪主要是指以使用爆炸物品!如炸弹#炸

药#雷管#导火索等起爆器材和自种自制

的爆炸装置" 引起爆炸的方法来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而本案中!李林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为表现为点燃打火机! 故意放

火焚烧加油站! 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

得逞!应当以放火罪!未遂"追究其刑事

责任&

!&#%

年
#!

月
!&

日! 鼓楼区检察院

以涉嫌放火罪对李林依法提起公诉&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检

察院#

MINGJINGZHOUKAN

周刊 正气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

版

办案人员在研究案情

见习编辑 吴俊敏 校对 何 欣

电子信箱"

$%&'&&(&)#$%&'(%)*

“普九”债务化解是国家一项惠农、惠学的工程，然而一些乡村干部、中小学校校长却盯上这块“蛋
糕”，检察机关立案查处5件21人———

“普九化债”不是唐僧肉
!

本报记者 吕 峰

通讯员 胡天翔 李保忠

苏建召

!&#$

年
$

月
!

日! 在河南省检察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上! 河南省确山县检察院查办职务犯

罪案件工作在河南省
#)%

个基层院中

位居第
#)

名!受到河南省检察院的表

彰&

从过去的老落后! 到河南省查办

职务犯罪案件先进单位!这其中!确山

县检察院查办农村$普九化债%系列案

件功不可没&据统计!该院近两年来共

查处涉嫌贪污$普九化债%专项资金案

'

件
!#

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余

万元&

群众举报获线索

!&#!

年
!

月底! 确山县检察院反

贪局接到一封举报信! 反映确山县瓦

岗镇下沟村委会干部贪污国家 $普九

化债%专项资金&举报信内容很简单!

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明确的举报对象&

获得举报线索后! 侦查人员没有

轻视!立即进行初步评估!并向检察长

侯亚军进行了汇报&听取汇报后!侯亚

军认为该线索跟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要求侦查人员全面掌握该县 $普九化

债%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

据调查!$普九% 债务化解是一项

惠农'惠学工程"为彻底消除农村中小

学普遍存在的因学校建设而欠下的债

务!

!&&*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

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

务试点工作的意见)

+

规定将农村中小

学校在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间欠下的'与学校建设直接

相关的债务
+

分批次化解&

!&&,

年
+

河南

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
+

决定从该年度

起在全省启动$普九化债%工作!

!&#&

年河南省化债工作结束&

为摸清确山县$普九化债%专项资

金的情况! 侦查人员首先到县财政局

调取全县$普九化债%专项资金档案!

包括申报档案和兑付档案! 掌握信息

'

万多条& 通过仔细查阅申报和兑付

档案!侦查人员发现$普九化债%的对

象都是农村中小学建设教学楼及其他

附属设施'设备欠款!债务人大多为中

小学或村委!只有通过学校或村委会!

才能申报国家化债资金! 这就为这部

分人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申报档案来看! 检察官发现瓦

岗镇下沟村委申报$普九化债%资金是

*

万元! 而且是
)

名村干部用自己的

名字直接申报的!很可能有猫腻&

!&#!

年
%

月! 确山县检察院决定由此入手

展开初查&

六只硕鼠现$真身%

经初查! 侦查人员很快掌握了瓦

岗镇下沟村委参与套取$普九化债%专

项资金的犯罪行为&

原来!

!&&,

年全省开始 $普九化

债%后
+

瓦岗镇下沟村委支书王满昌认

为$普九化债%资金是块$唐僧肉%!也

想吃上一块& 可是下沟村小学教学楼

工程款已全部与建筑商结清了! 根本

不符合$普九化债%的申报条件!于是

他虚构一份建下沟村小学的欠债材料

虚报冒领&

!&&,

年
)

月! 王满昌伙同村委副

主任王小营!化名"#治安主任黄秋华

!化名"等
)

人!伪造了由他们垫款
*

万元建设下沟村小学的相关材料!以

他们的名义直接申报 $普九化债%资

金!套取国家专项资金
*

万元&

!&#!

年
%

月
!#

日!王满昌等
)

人

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确山县检察院立案

侦查!同年
,

月
#&

日被判刑&

王满昌等
)

人案件的成功查办给

侦查人员带来了极大信心! 但与此同

时!一个问题也萦绕在脑海*其他村有

没有这种套取 $普九化债% 资金的行

为#

经过仔细审查$普九化债%申报档

案! 侦查人员发现这种直接以村干部

名义申报债务的! 不止下沟村村委一

个!其他村委也存在这种情形&侦查人

员迅速将发现的情况汇报给院领导&

!&#!

年
)

月!经检察长侯亚军同意!确

山县检察院成立了查办贪污 $普九化

债%资金专案组!开始全面出击&

一张$废纸%立大功

确山县任店镇王庄村的
'-!

万元

$普九化债%资金也是以村干部名义直

接申报的&申报人是李田'左国军等
,

人&通过走访群众!侦查人员发现这
,

人中既有原任村干部! 还有现任村干

部的家属& 而债务发生时有些村干部

根本不在任! 怎么可能同时参与建校

呢# 带着疑问侦查人员直接到王庄村

委查账&没想到发现一份关键证据&

就在前任文书左国军的办公室 !

侦查人员发现了一张从账本上撕掉的

旧账页 ! 上面显示记账日期是
!&&,

年&通过比对现有的村委账目!发现现

在的账页支出金额比撕掉的那页多出

'-!

万元!与该村申报化债金额刚好吻

合+正是这张不起眼的废纸!在案件的

侦破中起了大作用&

看出破绽的侦查人员讯问左国军

为什么将那张纸撕下来#两份账页数额

为何不同#左国军支支吾吾!百般辩解!

不能自圆其说& 在宣讲有关法律政策

后!左国军低下了头!交代了伙同当时

的村干部李田等人虚假申报 $普九化

债%资金
'-!

万元并私分的犯罪事实&

关键性的突破口被打开后! 侦查

人员迅速将其他
*

人隔离讯问&

!$

小

时内! 涉案
*

人全部如实供述了犯罪

事实*

!&&(

年
$

月!任店镇王庄村委书

记李田' 原村委文书左国军等人看到

别人轻易套取国家资金后心理上不平

衡!也开始想如法炮制!便以王庄村委

为筹建村小学教学用房资金名义!伪

造向该村干部或者村干部家属借款手

续及相关账目!套取国家$普九化债%

专项资金
'-!

万元并予以私分&

!&.!

年
,

月
!

日! 李田等
'

人因

涉嫌贪污犯罪被确山县检察院立案侦

查!同年
##

月
!%

日被判刑&

案件查办效果好

趁热打铁! 确山县检察院又查办

了该县李新店镇大杨庄村委支书杨德

录等
$

人套取国家化债专项资金
,

万

元的案件' 任店镇大王楼村委李大毛

等
'

人套取国家化债专项资金
,

万余

元的案件' 李新店镇初级中学校长刘

振洋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普九化债%

资金
'

万元的案件&

!&#%

年
#!

月
#$

日! 随着李大毛

等
'

人被判刑! 这起涉及
!#

人的贪污

$普九化债%专项资金案件告一段落&

被骗取的$普九化债%资金被追回

来了!相关人员也受到了惩处!广大农

民群众拍手称快&案件的成功办理!在

确山县当地教育系统' 特别是农村基

层干部中间引发强烈反响&

!&#$

年
%

月
#!

日!在全县村级干

部短训班上! 确山县检察院检察官还

结合查办$普九化债%系列案例!给村

官们上了一堂发人深省的 $预防课%!

使全县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了深刻的警

示教育&

茅台酒去哪儿了
!

常洪波 曲晓棠

$偷梁换柱%和$无中生有%常常是

魔术师用来吸引观众的噱头! 而现实

生活中! 却有人用这种把戏作为生财

之道!还找来$托儿%配合!最终在事实

和证据面前! 露出了原形&

!&#$

年
!

月
!,

日!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

以再审检察建议形式监督了这样一起

$天价%茅台酒虚假诉讼案!为当事人

挽回了损失近
!&

万元&

!&#&

年
##

月
#%

日! 刘成委托烟

台翔鹏货运公司将
!&

箱酒发往广西南

宁!但与货运公司之间没有选择保价运

输!也没有标明托运的酒的品名!仅付

运费
#%'&

元&但不知何故!酒在货运公

司的场地莫名丢失了&刘成得知后便要

挟烟台翔鹏货运公司! 说这些酒是
'%

度的飞天牌贵州茅台!总价值
#(-$$

万

元!要求货运公司赔偿&货运公司觉得

很委屈!便拒绝了刘成的要求&

刘成见要挟不成! 但苦于没有证

据!便心生一计!找来朋友王伟当$托

儿%&一番合计之后!两人精心编排了一

场由王伟状告刘成的虚假诉讼!达到证

实所托运的酒就是茅台酒的最终目的&

法庭上!王伟称其于
!&#&

年
##

月

#&

日自贵州银酱酒业有限公司购买了

'%

度飞天牌茅台酒
!$&

瓶! 单价
,#&

元
/

瓶!总价值
.(-$$

万元 !并于
!&.&

年
..

月
.%

日委托刘成将上述
!$&

瓶

茅台酒自山东烟台发往广西南宁!收货

人为郑华!化名"$运费
.%'&

元!采用货

到付款方式给付!而刘成并未将茅台酒

运送至约定地点!故具状请求刘成赔偿

茅台酒损失
.(-$$

万元&

就这样! 原本普通酒变成了茅台

酒& 法庭上缺少了以往的唇枪舌剑!刘

成很$配合%地承认了王伟委托其托运

的的确是$茅台酒%!法院由此达成调解

协议! 刘成赔偿王伟茅台酒损失
.(-$$

万元&

调解书就是证据!刘成如获至宝!

待民事调解书生效后! 旋即一纸诉状

将烟台翔鹏货运公司告上了法庭!请

求货运公司赔偿其
!&

箱茅台酒损失

.(-$$

万元&

庭审中! 刘成与王伟之前达成的

调解协议便成为此案的主要证据&刘

成提供了贵州省贵阳市货物销售发票

!

张'民事调解书'委托书等证据!以

证实涉案茅台酒系案外人王伟委托其

运输至广西南宁! 其再委托烟台翔鹏

货运公司进行运输的 &

!&..

年
(

月 !

烟台市芝罘区法院采纳了民事调解书

认定的基本事实! 判令烟台翔鹏货运

公司赔偿刘成货物损失人民币
.(-$$

万元&

烟台翔鹏货运公司虽然不服法院

判决! 但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

刘成! 只能眼巴巴地承担举证不能的

后果! 一审判决后! 货运公司不服判

决!继续上诉!但二审法院将货运公司

的上诉请求驳回&

烟台翔鹏货运公司感到 $很委

屈%! 便到芝罘区检察院申请抗诉&收

到抗诉申请后! 民行部门检察官便立

即前往法院调阅案卷! 调卷后发现这

一起赔偿数额巨大的调解协议竟然只

有一页纸& 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经办

检察官!如此$简单%必有$虚假%&

详细查看案卷后! 检察官将该情

况向领导汇报&领导听完后!立即指派

经办检察官赶赴贵州! 对这批 $茅台

酒%的来源和发票依法进行调查核实&

到达贵州后! 根据发票的出票单

位! 检察官找到了贵州银酱酒业有限

公司!该公司董事长看到发票后!连连

摇头! 称该公司没有经营茅台酒的权

限!也没有办法弄到这么多的茅台酒!

这两张发票虽然是公司的发票! 但记

载的内容却不真实!$可能是某个人盗

用了我公司的发票胡乱开的! 肯定不

是我公司的业务&%另外!该公司还提

供了他们的发票专用章! 结果发现跟

刘成提供发票上的印章并不相符&

此外!检察官又到贵州省贵阳市云

岩区国家税务局调取了贵州银酱酒业

有限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发现该酒业公

司的申报金额与刘成所提供两张发票

所载明的
.(-$$

万元数额并不相符&

经过检察官的内查外调! 查实了

贵州银酱酒业有限公司从未向王伟出

售过涉案
!$&

瓶茅台酒! 双方并不存

在买卖茅台酒的真实交易&那么!原审

民事调解书认定王伟委托刘成托运的

标的物系王伟从贵州银酱酒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价值
.(-$$

万元的
!$&

瓶
'%

度飞天牌茅台酒! 显属认定的基本事

实缺乏证据证明!违反了调解合法'查

明事实的原则& 而该虚假调解影响了

刘成与烟台翔鹏货运公司公路货物运

输案件的正确判决! 干扰了司法机关

正常的审判秩序&

掌握以上证据后! 芝罘区检察院

于
!&.%

年
.

月向芝罘区法院发出再

审检察建议书! 建议法院依法再审刘

成与烟台翔鹏货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

案件& 芝罘区法院采纳了芝罘区检察

院的检察建议!裁定再审此案!但刘成

与王伟却$吓%得不敢出庭了&

!&.$

年
!

月
!,

日! 芝罘区法院

再审采纳了芝罘区检察院的检察建

议!撤销了原审民事调解!烟台翔鹏货

运公司也避免了天价赔偿款&

静候花开
!

李顺义

听到外面轻微而有节奏的敲门

声$我赶忙去开门$发现外面站着犯

罪嫌疑人刘凯!化名"%我这才想起$

今天是
$

月
!

日$ 按照规定刘凯今

天应该向河南省淇县检察院报告自

己的活动情况%

.*

岁的刘凯$ 是淇县某高中高

一的学生%他父亲刘山喜!化名"近

五十岁时才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家

里人一直把他视为掌上明珠 %

!&.%

年
.&

月
!)

日傍晚$ 刘凯乘坐邻居

的摩托车回家$ 路上与一位行人发

生冲突$刘凯失手将行人打成轻伤%

公安机关以其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

侦查%

!&.%

年
.&

月
%.

日$ 公安机关

将该案移送到我们淇县检察院 %我

讯问刘凯时$发现他认罪态度较好$

且有悔罪表现% 本着挽救失足未成

年人的目的$ 我到刘凯所在的学校

了解情况$ 他的老师们都称刘凯成

绩优异$乐于助人$是一个深受老师

和同学喜欢的学生% 我又走访了刘

凯所在村子的群众$ 了解到刘凯是

个很懂事的孩子$平时孝敬父母$尊

重长辈%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 我向院领

导汇报看能否对刘凯作附条件不起

诉%经研究$我们院于
!&.%

年
..

月

.)

日对刘凯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考察期为
)

个月$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我向刘凯

及其父亲宣读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书%宣读完后$刘山喜对我说&'李检

察官$ 我想让你帮个忙$ 算我求你

了$你看成吗()说着$从口袋拿出两

盒香烟放到我办公桌上%我说不用$

硬是把香烟塞进他口袋里% 看着他

乞求的目光$ 我问他什么事情需要

我帮忙%他说&'现在刘凯出事之后$

学校怕影响声誉$就把他开除了$这

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这段时间

他每天都呆在自己房间$很少出门$

精神状态很差$ 我怕时间长了他会

出什么事情% 我知道你在我们县高

中教过书$ 所以想让你做做孩子的

思想工作%)

我也是父亲$ 深深懂得刘山喜

对自己儿子的一片深情% 我告诉刘

山喜$在考验期内$我们有义务对刘

凯监督考察$ 并会对他进行思想教

育% 同时告诉他$ 我们会和学校联

系$尽力做学校的工作$让刘凯回到

学校继续上学%

送走他们后$ 我便向领导汇报

了这些情况%经单位协调$学校很快

同意刘凯重回学校% 我及时向刘凯

的班主任介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相

关规定$ 刘凯的班主任表示愿意积

极配合我们$ 加强对刘凯的教育工

作$ 尽量把这件事情对刘凯的影响

降到最小%

另外$ 为了取得理想的教育效

果$赢得刘凯的信任$每到周末我就

和刘凯联系$和他聊学习上#生活上

的事情$帮助他减少思想上的压力%

同时$ 我积极联系我院三级心理咨

询师#公诉科青年干警马颖颖$让她

对刘凯进行亲情疏导$ 在心理上进

行引导#矫治%

快过春节的时候$刘凯来找我$

拿着成绩单给我看$ 兴奋地说&'李

检察官$我考了年级第
!&

名 $成绩

又进步了 % 我一定要考上名牌大

学%)然后看着我$表情略带羞涩地

问了一句&'以后我喊你李老师$行

吗()我笑了$说&'好啊*)

听完刘凯对自己近期在校情况

的汇报$看着他青春洋溢的笑脸$我

满怀希望地等待
!&.$

年
'

月
.)

日

这一天花开时刻的到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淇县检察院#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徐振凯

$

月
$

日!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检

察院对该院民行科科长张蕾给予通报

表扬& 院党组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

缘于三个月前发生在办公楼前的一幕&

!&.$

年
.

月
*

日!整个青岛还沉浸

在隆冬的瑟瑟寒风中!但市民赵大姐的

心里却充满了无尽的暖意&一大早她就

拿着崭新的锦旗和一封红彤彤的感谢

信来到崂山区检察院!等待前来上班的

张蕾&一见到张蕾!赵大姐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竟上前一把将她抱住!不停

地说*$谢谢+谢谢+%这幅温情的画面让

在场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四年前!赵大姐和我们大多数人一

样正常地工作'生活&然而一次甲状腺切

除手术之后!她变得声音嘶哑!说话费力!

还患上了甲减症!必须终生服药&因为与

人正常交流都很困难!她与自己原有的生

活轨道越来越远!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

那次甲状腺手术中医生的失误&

!&&(

年!赵大姐因为甲状腺肿块在

某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可出院后却发现

自己说话声音沙哑!全身无力!便再去医

院检查&检查结果让赵大姐震惊*右侧甲

状腺被全切导致喉返神经麻痹! 患甲减

症!需服用甲状腺素片&她想不通!出院

记录记载的明明是 $甲状腺次全切除

术%!怎么就成了$全切%#更让她想不通

的是! 青岛市某鉴定机构出具的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书中竟认为* 本病例属于三

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赵大姐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

的结论! 她一纸诉状将该医院诉至法

院!要求其赔偿损失并请求法院对事故

等级和责任划分进行重新鉴定&但事与

愿违!法院认为赵大姐已超出原鉴定书

规定的异议期!不予重新鉴定!并认定

医院承担
%&0

的次要责任!判决医院仅

赔偿她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各项

损失共计
%

万余元&

难忍的病痛天天折磨着赵大姐!维

权的失败更令她雪上加霜&$我就不信

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了 #%

!&##

年
#!

月! 带着厚厚一沓材料和满心的委屈!

赵大姐愤愤地来到了崂山区检察院&接

待她的是民行科张蕾科长!倒上一杯热

水!张蕾安静地倾听了赵大姐的不幸遭

遇!并不时地给她安慰和鼓励&

案件受理后!张蕾和其他办案人一

起认真负责'不辞辛苦!把案子当成自

家的事四处奔走着& 该案专业性强!涉

及医疗专业术语和知识晦涩难懂!她们

便到多家医院咨询专家! 查阅资料!彻

底弄清楚甲状腺全切'次全切'次切的

区别!对患者造成的不同后果及喉返神

经损伤后的治疗费用等,由于赵大姐发

声困难'说话不清!且不能长时间说话!

她们便一次次地到家里了解情况!把耳

朵贴在她嘴边耐心辨听' 反复确认,对

于案件的争议焦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书)!她们则一遍遍地联系鉴定中心!询

问鉴定人相关情况! 并得知对于甲减

症! 目前医学上尚无更好治疗方式!只

能终生服药&

根据(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规定!赵

大姐的病情应评定为三级乙等医疗事故&

原审仅判决某医院赔偿的
%

万余元!不仅

难以赔偿对赵大姐造成的巨大伤害!更难

填补其日常用药和后续治疗的费用&

!&#!

年
#!

月! 为维护申诉人的合

法权益! 崂山区检察院提请青岛市检察

院对本案提出抗诉&该案于
!&#%

年
(

月

重新开庭审理&再审期间!为进一步节约

司法成本!保障当事人利益实现!张蕾又

多次与当事双方沟通!积极进行调解&

!&#%

年
##

月
#$

日!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某医院支付赵大姐各项赔偿共计

人民币
#,

万元&

拿到高于原审
'

倍的赔偿! 赵大姐

的手颤抖了!眼睛湿润了!她感激这位为

她奔走维权的科长& 正如她的感谢信中

所写*$在我的心里! 她就是最美的检察

官& 她用无尽的温暖和安慰抚平了我的

病痛和创伤&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