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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价值叫担当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检察长 王雄飞

基层检察长! 是全院的主心

骨和领头雁! 干工作" 办案子"啃

#硬骨头$就应该当仁不让%冲锋在

前&今年
!

月!根据受贿人的供述!

我院依法对行贿人郑某立案侦查&

从传唤到拘留! 郑某如同 '绝缘

体$!拒不交代!也不辩解&七天的

呈捕时限很快就要到了!如果不能

突破%没法批捕!就要放人撤案&怎

么办(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上)狭路

相逢勇者胜*经过
"

个多小时的攻

守较量+情理疏导!郑某最终低头

认罪&当我走出审讯室时!在二楼

指挥室同步观摩审讯的同志们早

已聚在过道两侧!轮流与我击掌致

意&那一刻!没有言语!但我分明看

到'正义必胜$的信念和信心在大

家心中升腾)

有人问我,'你作为检察长!有

必要亲自审讯吗($在我看来!让犯

罪嫌疑人从审讯室轻蔑地离开!到

社会上吹嘘自己! 是对法律的亵

渎!对检察官的羞辱)正因为我是

检察长!所以才要在案件最紧要时

挺身而出! 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

任&如果遇到问题就回避!碰见困

难就躲开! 那还怎么带队伍办案

子()当检察长就要敢担当!不敢担

当就不要当检察长)

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我一直倡导全院人员树立 '特别

敢担当% 特别有本领% 特别讲奉

献%特别守纪律$的'四特精神$!

既要有迎难而上% 敢于亮剑%敢

'啃硬骨头$的无畏精神!更要有

洞若观火%缜密研判的专业智慧&

去年
"

月! 一起房产中介诈

骗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 胡某等

#

名犯罪嫌疑人供述反复! 前供

后翻!其他证据也比较单薄&经过

两次退回侦查! 公安机关在证据

体系上也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公

诉部门提出存疑不起诉的意见&

在检委会上!通过深入讨论!我对

$

人原有供述内容和客观诈骗行

为之间的合理性% 印证性建立了

内心确信! 认为后来的翻供没有

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情理和逻辑!

应不予采信-更为重要的是!从
$

人供述中! 我发现还有若干名同

伙协同作案的蛛丝马迹! 并已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当追

诉&据此!我要求公诉部门加大审

讯力度的同时! 督促公安机关成

功抓获另外
"

名同伙! 一举证实

胡某等
%

人团伙犯罪的事实&

担当不应因循守旧!要与时俱

进%锐意创新&工作中!我大力倡导

'积极公诉$的理念!要求公诉人

不要坐而论道! 要发挥主观能动

性!在补强证据%审讯突破%引导

侦查等方面积极有为&多年来!无

论是审查或是讨论存疑案件!我

都要求大家坚持察微辨伪% 条分

缕析%孜孜不倦追寻事实真相!认

真对照法律规定甄辨是非真伪&

一件件看似存疑的案件在我们的

执着和专业面前被攻克! 各方当

事人都能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

同时!我也毫不放松民行%预防%

控申等业务工作! 从制度机制抓

起!逐一规范!逐一落实!推动各

项检察业务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医生的境界是 '医者仁心$!

我认为检察官也应当追求 '法者

仁心$!应当将善良%谦抑的道德

要求贯穿执法办案始终! 将执法

办案作为一个扶正祛邪% 激浊扬

清的过程!让担当与柔情比翼!务

实和大爱共舞&

今年
$

月! 我院对公安机关

正在侦查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犯罪

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女被

害人叶某! 因为绝望和激动! 爬

上市中心一座高楼飘台边缘! 以

跳楼相要挟! 拉横幅要求中央巡

视组和公安机关当场帮其追回被

骗的
&%'

万元 & 群众生命有危

险) 尽管处置跳楼之事非我院职

责! 但我没有在危机面前观望!

而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 与

被害人对话! 稳控其情绪! 与公

安消防干警采取果敢措施将其带

离危险地带& 事后! 我督促院侦

查监督和控告申诉部门全力以

赴! 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 律

师和被害人及其亲属之间! 反复

宣讲法律% 政策和情理! 最终感

化了犯罪嫌疑人& 当双方化干戈

为玉帛! 一个书面表示谅解! 一

个获得从轻处罚时! 我和我的干

警们也倍感欣慰&

铁肩担道义!为民路更长&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一如既往!务

实担当! 带领全院检察人员恪守

职业良知!维护公平正义!为民排

忧解难&

高检院举行全国检察机关坚守职业良知践行执法为民先进事迹英模报告会

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为民情怀
编者按

(

月
)$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全国检察机关坚

守职业良知" 践行执法为民先进事迹英模报告会! 吴慧清" 刘

文胜" 李晓宝" 王雄飞等
*

位检察英模和检察英模刘宝奇的同

事高琳在会上作了报告# 现择要摘发! 以飨读者$

小“窗口”大“舞台”
吉林省长春市检察院控告申诉处信访接待科科长 吴慧清

控告申诉接待室是检察机

关为民服务的一个 '窗口 $ &

&(

年来! 我始终把来访群众当

作亲人待% 当作客人敬! 进门

一张笑脸相迎 % 一句问候致

礼% 一杯热茶近情- 无论来访

群众的情绪多么激愤% 言语多

么难听% 行为多么过火% 诉求

多么不合理 ! 我从来不急不

恼 ! 始终悉心调处 % 依法办

理&

有一年夏天! 因儿子寻衅

滋事被关押后死在看守所! 多

次上访无结果的马大嫂! 捧着

儿子的遗像! 拉着白底黑字横

幅 ! 到我院上访 & 她见人就

拦! 见车就挡! 连哭带闹要求

见检察长! 情绪近于失控! 任

凭我怎么劝! 跪在院门前的地

上就是不起来 & 我倒杯水给

她! 她不接! 我就席地坐在边

上端着不放下& 她不进屋! 我

也不起来! 在炙热的太阳底下

陪着她! 帮她平息情绪& 到了

午饭时间! 我去饭堂打回两份

饭! 笑着双手递到她面前./

人心终归是肉长的) 我的真诚

和耐心感动了马大嫂! 她终于

起身随我进到接待室* 心平气

和弄清事情原委后! 我立即联

系有关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到

接待现场 ! 听取马大嫂的诉

求! 并表示调查清楚后! 立即

给她答复* 见我态度真诚! 并

为她的事情忙前跑后! 马大嫂

悲伤愁苦的脸终于转晴! 站起

来给我深深鞠了一躬便默默地

走了*

看着马大嫂渐渐远去的背

影! 想着她前后判若两人的言

行举止! 我一时很是感慨* 群

众有情绪要理解+ 有气得让他

消解 + 有苦得让他有处诉说 !

一时过激不要计较 ! 要疏导 !

决不能激化矛盾 * 人心换人

心 ! 只要我们真诚对待群众 !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真心为他

们排解矛盾困难! 人民群众会

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在相关

部门的努力下! 马大嫂反映的

问题得到了公正处理! 同时还

得到了
)'

万元司法救助 * 因

为这次上访! 我和马大嫂建立

起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情谊 *

她一有时间! 就要来找我聊聊

天+ 坐一会儿*

在控申接待工作中! 我注

重对群众关爱和尊重的每一个

细枝末节*

&(

年来! 我从来没

有在接访前吃过葱和蒜! 从来

没有在接访期间接打私人电

话+ 处理个人事务..有时遇

到生活困难的来访群众! 我都

力所能及帮助买个车票+ 买点

水果 + 送件衣服 + 带把雨伞

..虽然这都是小事! 但我认

为小事不小* 作为在检察机关

'窗口 $ 单位工作的检察官 !

我们除了要依法调处纠纷+ 化

解矛盾+ 息诉罢访! 更要借助

这个 '窗口 $! 传递法治的温

情 + 社会的温暖 + 人心的赤

诚! 引导上访群众树立起对法

治的信心+ 对社会的信任)

控申接待工作只用心用

情! 而没有过硬的法律素养也

难以胜任+ 难有作为* 为了夯

实自己的法律根基! 我先后参

加了电大+ 党校和法律研究生

的学习! 并经常向身边的业务

骨干请教! 定期就上访人提出

的涉及公安+ 法院业务的问题

和相关专业人士一起探讨* 不

间断的学习和多年的岗位历练

使我敢于面对上访人的任何问

题*

我认为 ! 无论什么岗位 !

只要种下一粒希望的种子! 就

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将继续

坚守控告申诉信访接待工作岗

位! 用自己的微薄力量! 为来

访群众解决好每个难题! 为基

层百姓多做一些实事! 为检察

机关擦亮这扇 '窗口 $! 为社

会和谐安宁付出一份无怨无悔

的坚守和一米灿烂温暖的阳

光)

秉持公正气自华
湖北省鄂州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 李晓宝

公正执法连着党和政府形

象+牵动着人心向背+影响着社会

和谐稳定! 不能有丝毫马虎和懈

怠-人民检察官践行群众路线!最

根本的是要恪守职业良知+ 秉公

执法! 让人民群众在每起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永远记得
&++,

年刚到公

诉部门时办理的第一起案件*靠捡

拾'破烂$为生的张家兄弟二人!因

涉嫌销赃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刚接

手此案时!有同事就提醒我!张家

兄弟经常在捡拾破烂时顺手牵羊

偷拿别人东西!群众很厌恶+意见

很大!这次他们涉嫌销赃!你简单

审查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起诉得了*我没有回应同事的好

心提醒!按照办案要求分别提审兄

弟二人!仔细询问案情经过!两人

不约而同+再三辩解不知道收购的

是赃物-案件退回补充侦查!证明

嫌疑人犯罪主观故意的证据!仍然

存在明显瑕疵!难以形成闭合证据

链*据此!我提出了不予起诉的审

查意见!院检委会研究同意!决定

不起诉*到看守所放人时!兄弟俩

跪倒在我面前!哭着说,'我们兄弟

俩毛病多+招人恨!但你们检察官

能主持公道! 公正处理我们的问

题*感谢共产党+感谢检察院)我们

一定改掉坏毛病!不再给政府添麻

烦)$

那一刻!我怔住了)作为一名

检察官!我只是按照法律规定公正

处理了他们的问题!却得到如此感

激!让年轻的我如何承受得起()那

一刻!我警醒了)作为一名检察官!

执法办案务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严格公正执法!决不能

凭好恶+凭感情决断!决不能想当

然办案+办瑕疵案!否则!损害的是

法律!伤的是人心)那一刻!我亮堂

了)作为一名检察官!我们代表的

不只是我们自己! 我们秉持公正!

赢得的是老百姓对法律的尊崇!树

立的是党和政府形象)从此!张家

兄弟感激涕零的情形!时时鞭策着

我恪守公正+严格依法!尽心竭力

维护公平正义*

面对友情我能公正执法!面

对亲情+金钱和压力我一样坦然处

之!从来没有被金钱迷住眼+被人

情绊住腿+被压力所动摇!始终坚

守公正执法的底线*

)''+

年
+

月!

我市一名副县级女干部程某因受

贿
,

万元被移送审查起诉*在侦查

环节已经认罪的程某心存侥幸!在

起诉阶段!动起了为自己减轻罪责

的心思*提审时!她突然提出没有

收那么多钱!其中
"

万元在案发前

已上交单位*第二天!律师送来了

一张单位开具的
"

万元收据*乍一

看! 与程某上交赃款的说法一致*

紧接着!一位和我熟识的市领导秘

书打来电话!说市领导很关注程某

的案子!要我主持'公道$!还程某

一个'清白$*当天夜里!一个远房

伯父也提着烟酒来我家'走亲戚$!

劝我给他个 '老脸$! 就坡下驴算

了*但我没有屈从于压力和亲情的

羁绊!而是耐心劝说伯父将烟酒拿

走! 并连夜和同事赶到程某单位!

查找收据存根* 经调查!

"

万元钱

是程的亲属近日补交的!为帮程某

开脱! 将收据日期提前了一年多*

问题搞清楚了!我顶住压力坚决依

法提起公诉!程某最终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

秉持公正不只是要严格依法

惩治犯罪!更要注意维护好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

)''*

年! 在办理鄂东

南当时最大的一起跨国走私+贩

卖+运输毒品案时!我发现第二被

告人孙某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第

一被告人的立功情节!但卷宗没有

反映*尽管孙某穷凶极恶+罪不可

赦! 但有立功情节就要依法认定!

这是法律规定!更是孙某的合法权

益* 我直接找办案人员调查核实!

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出具证明*法院

最终认定了孙某这一重大立功情

节!孙某被从轻判处死缓*

回顾
)'

多年的从检历程!我

倍感充实和温暖* 我将牢记党的

宗旨和检察官职责! 一如既往立

足岗位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如

既往秉持公正维护法律尊严!用

自己的勤勉和坚韧+良知和理性!

助燃正义永恒的光芒)

反腐惩贪敢亮剑
江苏省滨海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 刘文胜

检察官最重要的职业良知

就是执法为民 * 作为反贪干

警! 对各类腐败问题必须 '零

容忍$+ '敢亮剑$+ 作坚决斗

争)

)''+

年! 滨海老百姓对医

保基金管理不满+ 对医药费不

能及时报销意见很大* 群众有

反映! 我们就要有行动* 经过

初查 ! 县医保中心主任有受

贿+ 滥批定报点等问题* 案件

尚未立案! 人脉丰富的当事人

便闻风鼓动各色人等纷至沓

来* 有拐弯抹角说情的! 有拎

着重礼希望我高抬贵手的* 县

里一位相关部门负责人半是关

心半是威胁地提醒我! 不要捅

这个篓子 ! 捅开了对我没好

处*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 '救

命钱 $ ! 案件如不及时查处 !

群众利益就会受损- 近在咫尺

的 '蛀虫 $ 不抓 ! 要我们何

用 () 我排除种种干扰和阻力

坚决侦办! 很快将贪占+ 挪用

群众 '救命钱$ 的县医保中心

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移送起诉*

查办职务犯罪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 一个案件办下来! 哪

怕只有百分之一的闪失! 对当

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就

会极大损害检察机关的执法公

信力* 不办冤假错案! 是我的

职业底线- 办出精品案+ 办成

铁案! 是我的工作标准*

盐城市原面粉厂
&)

年前

改制时厂领导私下交易! 导致

数百名下岗职工切身利益得不

到保障 ! 近几年上访问题不

断! 兄弟检察院也调查过! 终

因案情错综复杂! 加之时过境

迁而搁置*

)'&$

年! 该案交我

院办理* 虽然以前也办理过不

少疑难复杂案件! 但接手这个

任务后! 我仍担心辜负领导期

望! 害怕办不好愧对那些生活

困难的下岗职工* 开弓没有回

头箭 * 我暗自立下军令状 ,

'案件好办要办! 难办更要办!

这次我偏要在困难面前逞一回

英雄 *$ 为尽快还职工们一个

公道!

*

个多月间! 我白天和

同事调查走访! 晚上逐一审查

账目 ! 研究案情 ! 梳理线索 !

固定证据! 先后赴浙江+ 云南

等五省调查取证 ! 累计行程

%'''

多公里 ! 取证谈话近百

人 ! 查阅账目
)'''

多本 ! 形

成卷宗材料
$)

卷 ! 最终将侵

吞职工利益近千万元的 '蛀

虫 $ 送上了法庭 * 案件破了 !

我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当一

群两鬓斑白的退休老职工敲锣

打鼓送来 '反腐先锋 $ 锦旗

时! 当因自身利益得到维护喜

极而泣的老职工们紧紧握住我

的手不放时! 那份幸福+ 那份

沉甸甸的责任让我感慨不已 !

只觉得几个月来所有的艰辛付

出! 特别值得) 更感到今后反

腐惩贪任重道远)

查办案件是检察官的职

责 ! 让每一名嫌疑人认罪悔

罪+ 让每一次受到创伤的社会

关系得到修复也是检察官的职

责* 这些年来! 在惩腐反贪的

同时! 我十分注重跟进做好嫌

疑人的思想稳定和教育感化工

作! 收到了良好效果*

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张

某尽管如实交代了受贿的犯罪

事实! 但始终心有不忿, 反腐

的 '渔叉$ 怎么偏偏刺到了自

己头上( 随时有翻供可能* 案

件侦查终结前! 我与张某进行

了一次长谈* 张某的父亲曾是

滨海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学

校长! 桃李满天下! 更为人称

道的是! 在恢复高考不久! 他

的四个儿子同时考上名校* 我

向张某讲起! 在计划经济年代!

曾有公社领导给一位老校长二

斤红糖供应票* 当老校长得知

其他老师没有这份 '特别待遇$

时 ! 婉言谢绝了到手的福利 *

张某听后神情一怔 * 我又讲 !

这位老校长接待公务来客! 在

学校食堂就餐后! 一定要将半

斤粮票和六毛钱扣在碗底! 不

占公家一点便宜 * 张某听后 !

脸色陡变* 接着我又讲! 老校

长的老伴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

在烈日下捡拾地里散落的麦穗!

被老校长责令送回生产队..

讲着讲着 ! 张某已泣不成声 ,

'你说的是我的父亲啊! 我辱没

了家风)$ 张某真心悔罪! 庭审

时公开表示认罪服判! 绝不上

诉*

盐城市规划局处长陆某平

时生活奢靡 ! 常常一掷千金 !

对无正式工作的妻子和正在读

书的女儿却十分吝啬! 每月只

给不足千元的生活费! 并多次

要求与妻子离婚! 但妻子不同

意* 陆某因受贿被审查后! 对

自己的罪行和对家庭的伤害追

悔莫及* 陆的妻子这时提出了

离婚申请* 陆某一时情绪波动

很大* 按说陆某不义在前! 众

叛亲离不值得同情! 但考虑到

离婚对双方老人和孩子的伤害!

对陆某将来出狱后回归社会和

家庭的影响! 我还是专门找到

陆的妻子! 谈陆某的思想转变

和悔恨! 希望她顾念旧情+ 顾

念老人和孩子! 暂时不要离婚*

陆某的判决执行后! 我曾专门

到监狱看望陆某* 陆某感激之

余告诉我! 爱人已撤回离婚申

请! 每月都来探望一次! 女儿

的学习也很好! 表示要好好改

造! 争取早日出狱和家人团聚*

听到这些!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地*

用生命恪守职业良知
陕西省检察院公诉二处助理检察员 高 琳

)'&$

年
,

月!刘宝奇同志用

坚实的脚步走完了
*%

载人生路!

最终倒在了他挚爱的公诉席上!

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检察事业和

家人 *

*%

岁的人生无疑是短暂

的!但他
)(

年的从检生涯却在严

密中细织丝锦! 在笃实中尽写精

彩! 为我们留下了一道亮丽的人

生风景* 有职业良知+ 有职业责

任+有职业操守!是宝奇同志留给

我们的共同记忆! 也是他留给我

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宝奇同志经常跟我说! 做人

要有良知! 做检察官更要有职业

良知! 这是我们履职的基本底线

和道德根基*他这样说!也的确是

这样做的*

宝奇同志
&+%,

年大学毕业

后!分配到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检

察院!扎根基层
)'

年!先后办理各

类刑事案件
%''

余件!有着丰富的

办案经验*

)''&

年他在任侦监科

长时! 偶然听说有人杀了妻子!都

过去十年了还没事*这还有法律和

公正可言吗( 眼里从不揉沙子的

他!马上就请示领导!带人到公安

机关! 从
$''

多件档案中一一筛

查! 终于捕捉到一条重要线索,

&++&

年
"

月! 犯罪嫌疑人赵某因

怀疑妻子出轨! 持刀杀妻子后!跳

桥自杀未遂!摔成重伤!案件事实

基本清楚!但由于当时赵某瘫痪在

床!案件侦查被搁置下来!时间一

长竟不了了之*宝奇同志立即向院

领导建议对该案进行监督*但公安

机关回复,赵某摔伤后!高位瘫痪!

故未予立案*宝奇并未因公安机关

的一纸回复而罢手!他带人很快查

清赵某早已病愈! 公安机关的不

立案理由不能成立! 便向公安机

关发出了0通知立案书1*赵某做

梦也没有想到! 就在他逍遥法外

即将满十年的前一天被抓获归

案! 最终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

宝奇同志出生在农村+ 生长

在农村! 对老百姓有着特殊的深

厚感情* 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

子!知道农民的疾苦!我最愿意做

的!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把上访

群众当亲人! 用老百姓的语言把

法理讲透+事理摆清+情理说通!

是他化解社会矛盾的秘诀* 那是

&+++

年底! 一位姓段的老人隔三

差五就步行十余里来到王益区检

察院! 为她女儿被汽车撞死的案

子上访* 老人因老来失女心情悲

愤!侦监+公诉两个科的接待人员

都被她数落了个遍* 每当这时!宝

奇同志总是把老人请到他的办公

室!耐心细致跟她谈心+聊家常!老

人没有吃饭就给她买饭吃!临走时

还给车费*反复多次后!老人被感

动了!逢人便夸,刘科长是个好人!

他真给我老太婆办实事呢* 后来!

同事们再看到老太太来机关!就在

楼道里喊'宝奇!你亲戚又来找你

啦$*经过艰难的调查走访!宝奇和

同事们终于查清了肇事司机董某

应负的法律责任! 完善了证据*案

件起诉到法院后!董某被以交通肇

事罪绳之以法*一起长达两年多的

上访案件终于得到了化解*

因为工作表现优异!

)'',

年

刘宝奇被遴选到陕西省检察院公

诉二处!负责办理死刑二审案件*

他常对助手说!我们公诉二处!扼

守的是死刑复核案件审查的一道

重要关口! 真可谓是名符其实的

法律生死线上的把关人! 工作必

须严谨细致! 一丝不苟! 马虎不

得*

,

年来 !他克服病痛 +勇挑重

担!始终战斗在庭审一线!先后审

查办理案件
)*'

件
$''

多人 !是

处里办案数量最多+ 办理疑难案

件最多+ 赴外地出庭最多的检察

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案三多$*

宝奇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

格*他常提醒自己!一定要恪守职

业良知!坚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多年来!他兢兢业业!努力把每一

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记得他曾承

办一起涉案
&+

人+具有复杂家族

背景的重大案件* 被告人的亲属

调动各种关系! 千方百计地企图

为被告人减轻罪责* 刘宝奇毅然

顶住人情干扰+ 金钱诱惑和威胁

恐吓!坚决依法办案*当二审出庭

公诉结束时! 一位被害人母亲冲

过来跪倒在刘宝奇面前! 激动地

说,'你给俺们主持了公道! 你是

包青天啊)$ 他急忙搀扶起老人!

说,'这是检察官的本分* 法律才

是青天啊)$事后!宝奇同志还为

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发表在陕

西检察网上! 他在文中写道,'守

望公平+匡扶正义!是每一个检察

官应尽的本分!然而!被害人陈某

的母亲竟如此感恩! 我既惭愧又

自豪*我想到一句歌词,金奖银奖

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的口碑$*

斯人已逝! 风骨长存* 这就

是我的好同事 + 好兄长 + 好老

师222刘宝奇同志 ! 在他的身

上 ! 我看到了忠诚 ! 看到了良

知! 看到了脊梁*

为检察事业捐躯与日月齐

晖!护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

宝奇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用
*%

岁

的生命深刻诠释了职业良知+职

业责任+职业操守!树立起了一座

人民检察为人民的不朽丰碑*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 戴 佳 徐盈雁

见习记者 许一航 图片摄影!程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