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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温情
!

徐贞庆

今年
!

月
"

日! 处理完母亲丧事

的犯罪嫌疑人老吴如期回到了江苏省

江阴市新浩观护基地! 对热心帮助他

的检察官一再表示感谢"

老吴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黝黑

的面庞#不再灵动的眼神#参差不齐微

微有些凌乱的头发# 时不时勉强挤出

一点稍带歉意的笑容! 很容易让人联

想起$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但现实

中! 老吴却确确实实扮演了一回 &黎

叔'的角色"

老吴
#$

多岁了从未离开过家乡!

直到今年
#

月! 老吴才和老乡一起到

外面闯荡!来到了江阴!开始了他们的

&发财'之路"老吴普通话不好!两人就

商量由老乡负责聊天吸引人注意!老

吴趁机偷手机"

两人来到一家眼镜店内! 老乡假

装要买眼镜与营业员聊着! 老吴的眼

睛则盯着营业员放在柜台上的手机!

老乡一个眼神扫过来!老吴一个激灵!

拿起柜台上的手机转身迅速离开"出

了门一口气跑出去几百米后! 发现只

有自己的老乡跟过来! 老吴才稍稍有

点心安"如法炮制!两人很快又偷到了

另外一部手机"

不过!老吴毕竟是&傻根'!做不了

&黎叔'的事情!留下了太多的蛛丝马

迹!短时间内作案两次后!

%

月
&

日!两

人被抓获归案"

归案后! 老吴也知道偷东西是不

对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但老吴在江

阴没有固定住所!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

以作为担保人! 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

件"考虑到老吴没有前科劣迹!犯罪情

节轻微!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联系了江

阴市检察院专门为外来人员取保候审

设立的新浩观护基地" 这个基地因设

立在新浩再循环纸业公司内而得名!

由公司为老吴提供取保候审的保证

人!并免费供应老吴吃住和提供帮教"

于是! 检察院对老吴作出了不批准逮

捕决定"

没怎么上过学的老吴开始在新浩

观护基地里读书#学习#种菜"检察官

也经常到基地看望老吴! 与老吴谈谈

心!聊一聊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老吴

很知足! 静静地等待着法院开庭的通

知"但世事难料!比法院开庭通知先到

的竟是母亲意外去世的噩耗" 老吴兄

妹三个!父亲去世得早!全是母亲拉扯

长大"如今母亲突然去世!自己又&身

陷囹圄'!老吴悔恨万分"

检察官走访基地时! 发现老吴情

绪不对劲!眼睛红肿!明显哭过!通过

谈话了解到老吴母亲去世的情况!在

安慰老吴的同时!告诉老吴(按照法律

规定是可以允许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回

家的"老吴有些吃惊!早已哭红的眼睛

满怀期待地看着检察官! 哽咽着说出

了自己想回家的请求" 检察官综合考

虑!认为老吴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

不大!在基地的表现良好!决定批准老

吴回家"但此时的老吴身无分文!检察

官又联系老吴在苏州的老乡! 帮老吴

借了
'$$

块钱"临行前!检察官嘱咐老

吴路上要注意安全!手机保持开机!有

事随时联系!一定要按时回来"老吴嘴

里说着感谢的话语!不住地点头"

(

天后!老吴从贵州按时回到了基

地!袖子上缠着一块黑纱!寄托着对母

亲的哀思" 老吴回来后开始看法律方

面的书! 看见检察官来到基地就过去

请教! 用那独具特色的普通话对检察

官说(&我要多学法律! 回去给我的那

些老乡们讲!让他们都学好!走正道!

不能再去偷东西了"'

国家损失100万元，他得好处17万元———

支农资金不容如此“交换”
!

本报记者 李轩甫

通讯员 凌志明 王春晓

作为海南省琼中县财政局农财岗

的负责人! 庄光锋凭借负责管理支农

项目资金申报#拨付的特权!多次收受

支农项目实施人好处费 # 感谢费达

)*+%#

万元!因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国

家支农项目资金损失
,$$

万元! 最终

将自己送进了高墙电网的牢狱之中"

"点拨#他人收取好处费

县财政局农财岗负责管理支农项

目申报拨付工作!可谓位卑权大"作为

这个岗位的负责人! 庄光锋更是深谙

其道"

&$,$

年
(

月!庄光锋了解到琼中

福岛橡胶合作社符合申报财政扶持资

金的条件! 很快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该

社理事长郑忠光" 郑忠光按照要求提

交了申报材料"在庄光锋的帮助下!福

岛橡胶合作社顺利得到
&'$

万元财政

扶持资金"

欣喜之余! 郑忠光没有忘记点拨

自己领到扶持资金的庄光锋"

,&

月下

旬的一天晚上! 郑忠光电话约庄光锋

在县城篮球场旁见面! 二人相见说了

几句客套话后! 郑忠光塞给庄光锋一

个装有
"$$$

元的信封!一再说(&全靠

庄兄的鼎力相助!不然!我们怎得到这

么多的财政扶持资金"'&应该的!做人

只要有良心!啥事都好办!以后有好事

还会想着你"'话毕!二人匆匆离去"

只是指点一下郑忠光! 就轻而易

举得到
"$$$

元!这可相当于自己工作

俩月的薪水啊!此等好事!以后还得多

做!庄光锋禁不住窃喜"

&$,,

年
!

月下旬!海南省财政厅

和农业厅下发当年的财政扶持资金申

报文件后! 庄光锋第一时间向郑忠光

透露情况"在庄光锋的具体运作下!福

岛橡胶合作社又获得财政扶持资金

&!

万元"

资金拨付到户后的一天晚上!庄

光锋的手机响了! 接听便知是郑忠光

打来的!是让庄光锋在老地方见"见面

时! 郑忠光将事先备好的
,

万元送给

了庄光锋"

有了两次受贿经历! 庄光锋的胆

子越来越大! 他自认为自己找到一条

发财之路!孰不知!被他找到的是一条

通往牢狱之路"

据统计! 从
&$,$

年至
&$,#

年
&

月间!庄光锋共为
,#

人办理财政扶持

资金! 收受了吴春光等
,#

人好处费

#+$#

万元"

介绍工程收取感谢费

从行贿者的自白中! 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自庄光锋掌握支农项目资金

审批#拨付大权那天起!那些为投机取

巧!急于想得到项目资金的种植#养殖

户及项目建设工程老板就把贪婪的目

光紧紧地盯住了他" 这些善于投机之

人!对于弄虚作假钻空子捞取国家支农

项目资金!有着独到的见解!权力就是

金钱!用钱买权!从权力那里捞钱"

那是
&$,&

年
"

月!琼中县建筑包

工头陈家雄!了解到县农综办有一&潮

参洋水利工程第三标段'工程建设项目

时!打电话给庄光锋!希望他介绍工程

项目给自己做!明确表示(只要能帮他

拿到这个项目就给庄光锋分一半利润"

庄光锋闻听大喜!立即表示同意帮忙"

几天后! 庄光锋找到琼中县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王某! 请求将此

工程建设项目给陈家雄的工程队做!

并说(&事成之后! 陈家雄会请我们喝

酒"'王某听后同意帮忙"

后来! 陈家雄顺利取得了这个建

设项目"

,&

月中旬的一天! 陈家雄用

电话将庄光锋约到自己家里! 边喝茶

边说正事"

&老庄!我在工程领域摸爬滚打了

多年! 之所以能常年有工程做靠的就

是诚信"常言说得好!许人一物胜赌千

金" 今天叫你来就是兑现我的承诺"'

说着! 拿出早已备好的
%+'

万元钞票

递给庄光锋"

&做人讲的就是一个言而有信!真

没有想到你如此之快兑现承诺! 看来

往后有工程的事还得给你"'庄光锋毫

无顾忌地说"

时隔两个月! 庄光锋向琼中县扶

贫办公室主任卓某那里争取到该县红

毛镇两条乡村公路建设工程! 很快又

交给陈家雄做"工程竣工后!陈家雄拿

出
#+'

万元现金! 作为感谢费送给了

庄光锋"

疏通关系索要人情费

频频受贿! 庄光锋的胆子越来越

大! 吃贿赂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发展

到由开始别人送变成了自己开口要"

琼中县大丰鳄鱼养殖有限公司按

照正常程序! 申请获得了中央财政扶

持的项目资金
,$$

万元" 事后的一天

上午! 庄光锋给这家公司办公室主任

李某打电话称(&省厅有位领导要到公

司查看项目建设情况!你们要有个)意

思*"'李某转告公司老总辛某!辛某叫

来庄光锋送给他
#$$$

元的&意思'"

几个月后 ! 这家公司申请的
*'

万元项目款拨付之前! 庄光锋又给李

某打电话称( &春节快到了! 要到省

里拜访领导! 疏通关系需要表示一下

)意思*"' 当李某转告公司老总辛某

后! 辛某立即通知会计取出
%

万元!

由李某送给庄光锋"

&$,#

年
'

月初!

庄光锋等人到养殖示范基地进行项目

验收后 ! 公司托苏某又送给庄光锋

#$$$

元" 如此 ! 一个养殖项目 ! 竟

然被庄光锋捞取了
%+!

万元的好处

费"

&$,#

年
'

月
#$

日! 庄光锋意外

听到有群众议论他收人钱财的消息后

思忖再三! 最终鼓起勇气到琼中县检

察院投案!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办案人员在侦查庄光锋受贿的过

程中! 发现他在管理中央财政扶持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项目资金中! 严重不

负责任! 导致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农民

合作社获得财政扶持资金+ 不按照报

账制度对财政扶持资金进行管理! 导

致得到财政扶持资金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将专项资金挪作他用! 严重违反了

财政扶持资金的相关管理规定! 造成

国家直接经济损失
,$$

万元"

案发后! 庄光锋向琼中县检察院

退回赃款
!

万元 ! 向法院退回赃款

,,+%#

万元! 已全部退赃"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庄光锋利用

其负责管理支农项目资金申报 # 拨

付# 监管工作的职务便利! 非法收受

他人贿赂共计
,*+%#

万元! 为他人谋

取利益!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其身

为财政局农财岗负责人! 为不符合财

政扶持资金申报条件的合作社取得资

金! 并违反资金的使用规定! 致使国

家财产遭受经济损失
,$$

万元! 其行

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最终! 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庄

光锋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犯玩忽职守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

三个月"

'

月
&'

日 ! 庄光锋被押送海口

监狱职务犯罪监区服刑改造"

给自己点个赞
□周文平 陈婷婷

曾几何时! 怀揣着对法学的信

仰"对检察官这一职业的无限憧憬!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法学! 也很幸

运地成为一名检察官# 但进入单位

后!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发觉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惊心动魄 %!取而代之

是一种按部就班& 当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的失落和迷茫! 总感觉自身所

学无多大用武之地! 也并没感受到

需要多少法学理论和素养! 内心也

渐渐地平淡起来#

可这一切! 因为一起简单而普

通的盗窃案而改变! 让我从业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检察官%这三个字的

分量! 真真切切感受到原来自己肩

上竟有这么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

年
,&

月的一天!我承办了

一起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盗窃

案!犯罪嫌疑人是一名
#*

岁的江苏

籍农村男子# 该男子在六安市某酒

店从事电梯安装工作#一天!该男子

在酒店内发现一堆室内装潢材料 !

便打起了贪小便宜的心理! 想拿回

家自用! 就顺手牵羊将其中两卷墙

布藏匿于该酒店楼顶管道下#不久!

该男子再次回到酒店! 将两卷墙布

放入随身携带的背包中带走! 在离

开酒店途中被保安发现并抓获 #经

鉴定!两卷墙布价值
'&$$

元#

我来到看守所提审该男子 !一

切似乎就这么按照程序走着# 面对

我的讯问!他也很配合!把整个作案

过程$毫无保留%地讲了一遍#

最后! 我问他'$你对你的行为

是怎么想的(%

没想到一个壮年汉子竟在我这

个毛头小伙面前擦拭着眼泪!长叹一

口气'$检察官!我知道我这次犯了大

错!不该贪图小便宜!拿人家东西#现

在讲什么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想拜

托你们千万不要让我家属和孩子知

道!我和家属都是农民!家里就指望

我在外打工赚点钱谋生!现在我被关

进来了!一切都谈不上了#家里就一

个小孩!孩子还小!在上学!怕对他以

后有影响!不好做人#偷东西毕竟是

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我当时也就是图

个便宜!以为就是两卷墙布!没多大

事!都怪自己))%

案件很快审查完毕#科里在讨论

这个案件时! 我倾向于定盗窃未遂!

有同事倾向于定盗窃既遂!还有人倾

向于不构成盗窃罪#$一个案件&三种

意见%!这在我们科室着实不多见#

案件被提交到检委会# 我详尽

地阐述了我的理由' 盗窃罪属于侵

财性犯罪!犯罪是否既遂!采用 $失

控说%理论!即财物的所有人 &保管

人或者持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作

为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同时要综合

犯罪对象属性&形状&大小 &被害人

对财物的占有状态等来判断是否失

去控制#就本案而言!该男子盗窃两

卷墙布后藏匿于该酒店楼顶管道

下!该酒店并未丧失对墙布的控制!

此案应属盗窃未遂#

最终检委会采纳了我的意见 !

对该男子以盗窃罪!未遂"不捕#

批捕阶段的工作告一段落 !我

也算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这

个案件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不知道

这个案件的最终走向#

今年
'

月份在食堂吃饭时 !公

诉科的内勤小祝突然跟我说起这个

案件#我就问她最终是怎样处理的#

她笑着说'$哈哈!还是你牛啊!他们

都认为你的法理分析非常到位 #

,,

日!已对该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我顿时豁然开朗# 其实在我们

日常执法办案中! 没有太多的感谢

与鲜花!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点赞和

掌声# 但我们依然会认真办理每一

起案件! 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的是人

民对我们的一种无形的信赖! 对得

起自己多年的教育和法学理念 !公

正其实只需要我们自己的那一份态

度和责任*

+

作者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

区检察院
,

虚假诉讼无所遁形
!

曹普卿

今年
'

月
&#

日! 河南省郑州市

金水区检察院民行科收到了金水区法

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撤销原民

事判决! 驳回原告李艳的诉求" 得知

这一情况! 申诉人陈根只喜极而泣!

他激动地对检察官说( &没想到! 真

的改判了! 像梦一样, 是你们! 让逃

避债务的虚假诉讼判决书撤销了,'

原来 !

&$,,

年
,$

月
,$

日 ! 陈

根只以被告李国东拒不归还
&*

万元

欠款为由 ! 向郑州市高新区法院起

诉" 其间! 法院对李国东位于郑州市

&,

世纪社区的一栋房产进行了查封"

&$,&

年
'

月
,'

日! 法院判决被告李

国东归还陈根只欠款及利息"

由于李国东未履行还款义务 !

&$,&

年
"

月
'

日 ! 陈根只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本以为法院已对其房产查

封! 可高枕无忧! 谁知! 意料之外的

事情发生了"

李国东拿出了一份郑州市金水区

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上面写明李国东

应协助原告李艳将其在
&,

世纪社区

的房产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

原来! 李艳系李国东胞妹"

&$,,

年
,&

月
&"

日! 李艳起诉到法院! 称

*

年前她已购买李国东
&,

世纪社区

的这栋房屋并入住至今! 申请法院判

决李国东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李

国东对李艳诉请的事实全部认可! 证

实该房屋系本人所有! 不存在其他权

利人! 也未在房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

年
(

月
,$

日! 法院判决要求李

国东协助过户"

面对李国东提供的这一民事判

决! 陈根只如五雷轰顶! 有口难言"

&$,#

年
#

月的一天 ! 陈根只在律师

的建议下!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郑

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反映情况"

金水区检察院民行科的检察官们

听完了陈根只的诉说! 又查看了判决

书! 认为陈根只申诉有理" 恰在强制

执行之时 ! 出现这样一个蹊跷的判

决! 这仅仅是巧合吗- 这些与正常生

活相悖的现象! 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

虚假诉讼呢-

目前的证据虽不能证明李国东#

李艳主观上有串通故意! 但客观的事

实! 却又无不指向他们的确是串通!

有四大疑点皆不符合常理( 一是没购

房合同# 没过户! 二是没付全款! 三

是法院查封房产当时李艳并未居住在

小区! 四是查封之后并未有任何人包

括李艳与李国东提出异议"

如果是正常的买卖关系! 按照常

理来讲! 即使是亲兄妹! 由于牵涉到

双方的姻亲与子女重大利益冲突! 肯

定不会无购房合同! 也不会不过户"

另外他们声称住在该小区! 却没有提

供出一份水电费的票据" 法院也证明

扣押之时! 房内空无一人! 并无居住

迹象" 如果他们有转让关系! 查封当

时为什么李国东或者李艳没有向法院

说明此种情形呢-

检察官讨论认为虽然可能是一个

虚假诉讼! 但是没有切实的证据! 并

不能以虚假诉讼提请抗诉! 应该寻找

更有力的突破点"

检察官又对案件梳理了一遍! 仔

细研究时间点后! 突然发现! 郑州市

高新区法院对李国东
&,

世纪社区的

房屋查封的期限是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李艳向郑

州市金水区法院起诉李国东的时间是

&$,,

年
,&

月
&"

日 ! 法院判决李国

东协助李艳办理过户手续的时间是

&$,&

年
(

月
,$

日" 也就是说! 李艳

向金水区法院起诉及法院判决的时

间! 均在高新区法院依法查封房屋期

限内! 这合法吗-

经进一步查证! 检察官们找到了

更加准确的依据" 我国房地产管理法

规定! 司法机关依法决定查封的房地

产不得转让" 检察官们又继续查找房

产确权的相关法条! 发现物权法规定

得更加明确! 不动产物权的变更! 未

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根据这些规定! 李艳与李国东虽

然有协议! 但是未办理登记! 所以该

房屋并未发生转让的法律后果! 该房

屋在司法机关查封期间! 属于法律规

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 由此看来! 金

水区法院作出的对该房屋的处置判

决! 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检察官们又进一步在合同法上找

到了依据! 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非金钱债务的! 对方可以要求

履行!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其

中就包括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本案恰恰属于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形"

检察官据此认为! 以郑州市高新区法

院对该房屋已进行查封的事实作为新

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

&$,#

年
"

月 ! 金水区检察院以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法院判决为由!

向金水区法院提出了再审检察建议"

&$,%

年
'

月
&#

日! 金水区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 采纳了检察机关的

建议"

找回365天的自由
!

宋二歌 宋红丽

&感谢检察官公正执法! 是你们帮

我找回了失去的
#!'

天的自由! 我一定

悔过自新! 重新做人..'

!

月
(

日! 河南省许昌市看守所的

在押人员郭盼盼见到检察官后非常激

动" 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刑

期居然会被算错! 要不是魏都区检察院

检察官及时纠错! 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

呢
-

事情还得从一起非法拘禁案说起"

&.)#

年! 山西人郭盼盼来到许昌打工!

因被蒙骗陷入传销团伙无法脱身"

为了维持生活! 他由受害者变成了

害人者! 听从传销团伙头目的安排! 限

制他人人身自由! 并最终走上了犯罪的

道路"

&.)#

年
)&

月
&%

日 ! 郭盼盼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很快侦查终结"

魏都区检察院审查后! 依法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法院以非法拘禁罪

判处郭盼盼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送达后! 看着判决书的刑期!

郭盼盼郁郁寡欢"

!

月
#

日上午! 驻所

检察干警李战旗在看守所巡查时! 看见

郭盼盼神情恍惚! 于是主动找郭盼盼谈

心"

在谈话过程中! 郭盼盼支支吾吾!

欲言又止" 为了打消郭盼盼的顾虑! 检

察官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 希望他放下

思想包袱! 反映问题! 检察院一定会为

他伸张正义! 还他公道"

在检察官的耐心开导下! 郭盼盼说

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原来! 郭盼盼因

犯非法拘禁罪被魏都区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刑事判决书中刑期起止时间是

&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 而他是
&.)#

年
)&

月
&%

日被刑事拘留的" 刑期起止时间整整多

算了
#!'

天" 他请求检察官能够依法监

督纠正! 还他公道"

李战旗了解情况后! 立即向院领导

作了汇报 ! 并迅速调阅案卷 ! 进行审

查! 核实有关材料"

查明( 郭盼盼因涉嫌非法拘禁罪于

&.)#

年
)&

月
&%

日被许昌市公安局西

关分局刑事拘留!

&.)%

年
)

月
&)

日被

依法逮捕! 并被羁押于许昌市看守所"

&.)%

年
'

月 ! 法院作出判决 ( 郭盼盼

因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

期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检察官认为! 按照法律规定! 郭盼

盼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

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

本案中!郭盼盼刑期为三年!其刑期

应为( 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法院判决书中刑期计

算确实存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当天下午! 魏都区检察院向魏都区

法院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 法院重新

计算了刑期 ! 将其刑期变更为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

止! 并送达了更正后的裁定书"

拿到裁定书的那一刻! 郭盼盼很是

感激!

#!'

天! 对高墙之外的人来说或

许不算什么! 但对郭盼盼而言却意味着

自由"

&及时纠正法院的错误判决! 不仅

有效地维护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而

且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确保了

监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 该院主管监

所的副检察长姚战军说"

$作者单位!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

检察院%

检察官深入案发单位调查取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