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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世明 宋 华

汪跃爱看海!尤其是到了连云港之后"

只要时间允许!他总要到海边去看海"

大海在万钧雷霆中展示的力量!在宁静

深远中显现的哲理!在海天一色中透露的柔

情!总令他思绪开朗!激情满怀"

三年多来!发生在这个海滨城市许许多

多的动人故事!就在那不经意间扑面而来"

一

从一名敬业的法医!到一名恪守法律准

则的公诉检察官!再到严格执纪的纪检监察

干部!再到如今担任江苏省连云港市检察院

的检察长" 如果说
!!

年的检察岁月在汪跃

脸上刻下了什么样的印迹!那唯有#担当$二

字了%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法治的实现离

不开担当!肩负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尤其

需要担当%$

见到汪跃的时候!他正在全市检察机关

践行群众路线演讲比赛的大会上%这句话既

是他从检以来的切身体验!也是对全市检察

干警的深刻告诫% 他总是善于利用各种形

式'场合!把&担当$的意识灌输给干警们"

最让汪跃体味出&担当$二字分量的是

他最初从事的岗位(法医%

一提到法医的经历!汪跃立刻陷入了沉

思%

&那是发生在涟水县的一件命案%$也是

他办理过的一件谜案!堪称悬疑至极%

汪跃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时隔二十多

年!他仍然记得时间'地点!甚至被害人和凶

手的姓名%在他娓娓道来中!我们仿佛看到

了大宋提刑官宋慈的身影!在历史的烟云中

凝眉辨析着扑朔迷离的疑案%

那天傍晚!刘老太太突然发现儿子刘某

吊挂在自家房梁上身亡% 儿媳叶某悲恸欲

绝%停尸三天!刘家在办丧事的时候!有人突

然发现死者口部周围表皮有剥脱!脖颈处有

抓痕!于是刘家立即报案%

汪跃决定去勘验现场!弄清真相%他先

验看了最初尸检的照片!发现死者脖颈处只

有悬吊而没有勒杀的痕迹!口鼻处'脖颈处

表皮完好!没有发生任何脱落和破损%汪跃

开始现场询问%刘老太太一句不经意的话引

起了他的警觉%

&我抱我儿子时! 摸到了儿子屁头处都

湿了%$

&屁头)裤腿呢)那里湿不湿)$

&没有%裤腿是干的!我给脱的鞋!裤子

都好的%$

问题就在这里*汪跃寻思琢磨着!上吊

自杀会出现尿失禁现象!前裆及双腿裤管潮

湿是可能的! 但是仅臀部潮湿不符合常理

啊!只能说明死者系仰卧受害后尿失禁*

于是他迅速勘验卧室床具!又攀梯子爬

上房梁查看! 在死者床头上方梁柱位置!有

明显的拖拽痕迹%

先勒后吊!他杀无疑*被害人的妻子有

重大嫌疑%可一个瘦弱女子如何能把一个壮

汉吊上去呢)必有帮手*

于是!邻村的黄某浮出水面%

经讯问查明!黄叶两人长期通奸!黄某

约刘某喝酒!把刘某灌醉!两人把刘某扶上

床去!趁其不备!用绳子勒住了刘某的脖子!

直接拉起悬挂在了房梁上!因此!在死者脖

颈处只留下了吊痕而无勒痕*二人最终认罪

服法%

一起谜案终于真相大白% 汪跃不无感

慨(#检察官办案哪怕疏忽一点点!案件就可

能偏离真相一万里%$ 为此! 他时刻提醒自

己!不能迷信书面报告!不能迷信自己的经

验!一切都要靠证据!靠科学的鉴定%这最终

形成了他办案的风格%

做了
"#

年的刑检公诉工作! 办理了近

$##

多起公诉案件%对每一起案件!汪跃都小

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无论是证实!还是证

伪!都坚持亲自勘验现场!坚持让证据说话!

坚持疑罪从无!从根本上避免了冤假错案的

发生%

二

汪跃是
$#""

年
"$

月到连云港赴任的%

上任伊始!他就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检

察官誓词,%#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

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恪守检察职

业道德!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制统一%$

看着一向爱好书法的汪跃用毛笔抄写

的这幅#书法$!我们打趣说(#汪检!你可以

请个书法家写一幅更好的!裱装精美些的挂

在这儿啊*$

#不要太在乎形式! 主要是看内容和效

果%$他很淡定!#我自己抄!记得牢$%

为人厚重诚信!工作实事求是!尽量亲

力亲为!他依然如故%汪跃的严谨好学是出

了名的%在江苏省检察院工作时!他就是全

省检察机关有名的兼职教师!法医课'信息

技术课'刑事证据课都能讲%到连云港担任

检察长后!汪跃仍然喜欢在百忙之中!挤出

时间钻研领导素能课程! 自己写各类讲稿!

自己制作
%%&

演示稿! 带头授课! 乐此不

疲%他也把这视为强化队伍建设!促进公正

执法的有效手段%

#汪检讲得很生动! 都是结合自己的办

案经历和工作实际来讲!那么多引人入胜的

案例!不空洞!有针对性!听起来特别入心入

脑%$公诉科的一名干警这样说%

#道理千讲万讲!法律千条万条!执法办

案到最后! 还是要扣住一点%$ 他常常这么

说!久而久之!#扣住一点$就成了他的标志

性语言了%

#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当初办案的

时候! 我的启蒙老师淮阴中级法院刑庭原庭

长张开发告诫我的% 身为检察官! 必须到现

场!找证据!查事实!讲法律%$汪跃感慨地说%

做法医如此!从事公诉'反贪'控申'民行!哪

一个岗位哪一条线能离得开这些道理)$

#其实! 这也是领导干部的领导方法之

一%$他补充道!#我一再强调-扣住一点.!必

须要深入办案一线!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扣住

那句老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正是依靠这句秘诀!连云港检察院持续不断

地推行执法办案的规范化科学化建设%

$#"!

年!为切实加强和改进刑事诉讼监

督工作!连云港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制定+刑

事诉讼监督案件标准/试行0,!详细规定了应

当启动和不应当启动监督程序的
"!#

种情

形! 有效破解了刑事诉讼监督工作中遇到的

一些难题!弥补了司法实践中的不足%该项工

作受到省检察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

定!省检察院多个部门予以全文转发推广%

#这个标准!让刑事诉讼监督有了依据!

只要扣住一条! 就能启动监督程序*$ 汪跃

说%

如今!#扣住一点$已成为连云港市检察

机关办案约定俗成的要求!并与现代技术相

结合'相融合!通过技术办案的手段!使#扣

住一点$能够更好地得以体现%

新浦区检察院作为连云港市的主城区

院!

$#"$

年的反贪工作在年度考核中获得了

第一的佳绩%在查办该市交通建设系统的一

起案件中!由于前期缜密有效的初查工作和

侦查#两化$的具体运用!办案人员在短期内

一举侦破连云港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

人贿赂窝案! 所涉工程金额高达数亿元!全

市干部震动!群众拍手称快%

#这起案件的成功查办!可以说是-信息

引导侦查1的真实写照%$汪跃说!&在办理该

起窝串案中! 检察机关将侦查重心前移!抓

实抓牢案前信息! 从蛛丝马迹到扣住一点!

先查事后查人!先取证据再找人!实现了-由

供到证1向-由证到供1的根本转变%$

全市侦查一体化的强力推进!使得连云

港市检察机关反贪反渎办案数量质量稳步

提升% 全市反贪工作连续多年排在全省前

列!反渎工作连续三年名列全省前茅!反渎

局更是被最高检评为全国优秀反渎局%

三

周六的晚上%

海边%

和汪跃坐在他常坐的那块巨大的礁石

上!望着眼前的大海!一望无际!浩瀚绝伦!阵

阵涛声!似天籁之音%落日的余晖!飘洒在碧

波荡漾的海面上!金光闪闪!美轮美奂%

他常来这儿!恐怕不仅仅是欣赏美景%

&在苏北工作'生活了
"(

年!这块大地

给予了我太多的养分%现在!虽然是一名领

导干部!我仍然习惯走出机关门!坐着小板

凳!和群众面对面!聊家常!谋发展%只要我

们带着温度!怀抱真情!做实事!出实效!自

然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谈及这段经历!汪跃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朴实%天地悠悠!民生为大%他也希望!每一

个检察干警都能和他一样!让为民情怀扎根

心中!真正做到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顺

民意%

&提起地沟油!人们深恶痛绝%然而!江

苏省康润食品配料有限公司老板王成奎等

"(

人!竟然利用收购来的废弃油脂和动物毛

油!加工成-食用油1销往全国多地!堂而皇

之地走上百姓的餐桌
)

$提起这个案子!汪跃

很愤慨%

经调查证实!从
$#""

年
"

月到
$#"$

年

!

月! 康润食品配料公司在东海县桃林镇驻

地!由专人负责采购'生产管理'技术指导及

销售%该公司将大量由废弃油脂以及各类肉

制品加工废弃物等非食品原料加工出来的

饲料用油!加工成&食品油$销往全国多家食

品企业!涉案金额高达
(###

多万元%

$#"!

年
*

月
$

日!连云港市检察院将此

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
"#

月
*

日!法院对

这起特大新型地沟油案件开庭审理并作出

判决!

"(

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这是&两高$出台地沟油犯罪的司法解

释以来!全国最大一起地沟油案%对于汪跃

和他的同事们而言!这是一场舌尖上的中国

的保卫战!当然!这一战堪称经典
)

&精彩还在后面呢
)

$ 汪跃感慨地说!&你

有没有发现!近年来!-毒食品1扩展到老百

姓日常接触的众多种类!而且手段和方式翻

新隐蔽!危害更大%在这过程中!职能部门监

管不力!是-毒食品1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素%

因此! 我当初在听取这个案件的汇报时!第

一反应就是案件背后的职能监管部门是否

有渎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要梳理倒查案

件背后有无职能监管部门的渎职犯罪问题%

我了解全案后!给办案人员提出倒查目标以

及侦查的技巧% 经过办案人员的艰苦查证!

现在已查出
$

名质量技术监督人员的渎职

犯罪案件!已侦查终结起诉到法院%$

风正一帆悬%

$#"$

年以来!&石头西瓜$案'销售注水

猪肉案等一批重大'复杂涉农案!得到了办

理!&楼超超$害民'&假福利$骗税等事件背

后的近百起渎职案件得到有力查处!使党和

政府惠农政策红利化为&润农春雨$!将公平

正义的阳光洒到百姓身边%

四

今年的
$

月
$+

日! 连云港市委市政府

给市检察院颁了两个奖(社会管理创新奖和

重大事项重点工程优秀服务单位!获奖理由

就一个(积极拓展服务职能!切实维护民生

民利!监督工作有力到位%这里面有什么故

事吗)我打断了汪跃的沉思%

&故事就在这儿
)

$ 汪跃一脸兴奋地站了

起来(&你看*$

映入眼帘的蓝天白云和连绵不断的金

色沙滩令人短暂忘却了城市的喧嚣!感到怡

然舒爽% 连云港是一座极具浪漫气质的城

市!它不仅依山傍海!风情万种!港城的百姓

喜爱看海'下海!而且更有举世瞩目的新亚

欧大陆桥桥头堡!也是新丝绸之路的东方起

点%条件得天独厚!发展占尽先机%然而!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

摆在港城人面前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碧海蓝

天白云如絮!鸥鸟成群时起时落!这是连云

港市赣榆区沿海滩涂的美丽景象% 然而!随

着近年来大量挖砂船在这里疯狂&啃食$!许

多沿海滩涂美丽不再%

汪跃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无序'无度的

开采!使部分海床'河床越挖越深!严重破坏

了生态环境和旅游景观2滥采黄砂排出的大

量污泥浊水严重污染了水质!甚至造成海岸

侵蚀!影响海堤安全%

针对此类情况! 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

关! 在赣榆区一举查办了一起
"$

人非法盗

采海砂案件!这也是江苏省查办的首例以非

法采矿罪定罪的盗采海砂案!对遏制当地的

盗采黄砂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保护生态文明对检察机关而言是一个

崭新课题!唯有立足检察职能!从工作方法

和工作机制上积极探索!才能为建设绿色家

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汪跃的亲自谋划和积极推动下!连云

港市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法律助推生态文明

建设$的主题!积极推行执法办案'生态调研

和检察建议#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以执法办

案为依托!以生态调研和检察建议作为服务

大局的有力手段!通过推行#三位一体$工作

模式!探索建立了三项机制(严厉打击危害

环境犯罪案件机制!对环境行政执法权和司

法权的法律监督机制!在执法中服务环境保

护的保障机制%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依法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紧密结合!为打造#绿色

港城$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检察机关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力量!在

涉及到民生民利!重大公共事项时!这种监

督的力量尤其要发挥出来!真正做到让公平

正义看得见%$

走在金色的沙滩上! 沐浴着轻柔的海

风!倾听着浪涛拍岸的声响
,

汪跃的步伐坚定

而轻快
,

目光远眺!深情而坚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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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33年的检察
岁月在汪跃脸上刻下了什么
样的印迹,那唯有“担当”二字
了。

"

“不要太在乎形式，主
要是看内容和效果。”他很淡
定，“我自己抄，记得牢”。

"

天地悠悠,民生为大。
他也希望，每一个检察干警都
能和他一样，让为民情怀扎根
心中，真正做到听民声、察民
情、解民忧、顺民意。

"

“故事就在这儿!”汪跃
一脸兴奋地站了起来：“你看！”

会讲故事的“保健医生”
"

郭 雯

#每天说那么多话!你嘴巴不觉得累吗)快喝口水*$

#你也太厉害了!逮着个石头能说半天*$

面对大家的玩笑!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预防

职务犯罪科科长刘婷婷笑而不答% 因为多年的工作经验

告诉她!#嘴上功夫$在预防犯罪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小案件发现监管大漏洞

杉木塘菜食商场是株洲市一家特困企业! 停止自主

经营活动已经很多年了!只有
""

个职工!平时每月发放的

"-#

元生活费就靠企业的门面租赁来维持%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几个留守人员还是想尽办法'各显神通贪污了
$#

多

万元%职工们怨声载道!上访的上访'告状的告状%

刘婷婷专门找到留守人员谈话! 爱聊天的她轻松地

切入了话题(#陈姐!你这一身真洋气!一看就是高级货!

不便宜吧)$听刘婷婷这一夸!杉木塘菜食商场的会计陈

晓!化名"便来劲了(#是啊!我老公在外面谈生意时买的!

花了大几千呢%$

刘婷婷若有所思!话锋一转(#陈姐!我看你家庭条件

也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拿单位的钱呢)$陈晓觉得掩饰不

住了!只好直说(#我们单位早就没营业了!其他人都在家

休息! 就我们三个人留守! 我们做事的没有功劳也有苦

劳!单位又没人管!凭什么不拿一点)$

通过与留守人员的交谈! 刘婷婷知道了杉木塘菜食

商场贪污案的症结所在333公司有财务自主权! 却处于

监管真空的状态!对留守管理人员又缺乏廉政教育
,

结果

自然不言而喻%

杉木塘贪污案告一段落!其他人都觉得案结事了了!

刘婷婷却跑到株洲市国资委! 又是一连串地发问(&株洲

市像杉木塘菜食商场这样的企业还有没有)有多少)这些

问题到底是特例'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类案)$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她开展了地毯式的走访和调查!

最终发现此案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全市还有
!#

多

家类似企业%这背后隐藏的是国有资产被滥用'侵占的大

漏洞%为此!刘婷婷第一时间展开了预防调查!并促成主

管部门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商贸企业管理的通

知,!加强了相关企业的整改和廉政建设!为国有资金安

全'有效'规范地使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自豪!预防职务犯罪也是生产力%$文件下发的那

天!婷婷在自己
..

空间里的日志写下了这句话%

小故事里的大道理

&咱们的-保健医生1又要来讲课了呀!她那些小故事

最有趣了!她上回说的那个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时刻警醒我

啊*$电厂的班组长小刘满心期待刘婷婷的警示教育课%

为了达到最佳上课效果!除了事先作问卷调查!了解

听课对象的需求外! 刘婷婷还有一个秘笈333用一连串

的小故事来说预防职务犯罪的大道理%

有一次! 刘婷婷一开场就提了一个问题(&让饿汉独

自在晚上看馒头会有什么结果)$

&那还用问! 馒头肯定连渣都没了%$ 嘴快的马上回

答!其他人笑成一团%

刘婷婷也笑着说(&是挺荒唐的啊! 那么饿汉看馒头

问题出哪了呢)我想首先是用人失察!饿汉面对馒头是贪

婪的! 让一个贪婪的人管理肥缺不正好给他创造犯罪机

会吗)其次让饿汉独自看管!缺乏监督!这是监督制约机

制缺位!客观上放任了他为所欲为%另外!晚上这个时间

有隐秘性!因为不公开不透明!所以容易助长腐败啊%$一

个小故事!预防职务犯罪的几个关键环节!企业管理人员

便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

课堂上!刘婷婷还用&破窗效应$来说明维护制度权

威性的意义!她将反贪局比喻成去除&毒瘤$的&外科医

生$!把预防人员形容为&保健医生$%通俗易懂的故事'诙

谐幽默的语言让刘婷婷的警示课上总是不时传出笑声%

课上多了! 石峰区的企业便都知道了检察院里有个最会

讲故事的&保健医生$%

&不能寄希望一次讲座终生受用! 我们只有不停地

说'想方设法地说!提醒大家守住底线%说着说着!我就把

自己说成了-保健医生1!看来为企业-健康1负责的担子

是丢不掉了%$刘婷婷笑对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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