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检察院控申科检察官王君来

!!!! !!!!

L
!

HAIFUKAN

副刊 中国执法者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版
编辑 贾 娜 校对 赵 鹏

电子信箱!

&'()*#+,-./%0.$12

"

"
#
$
%
&
!
"
#
$
%

人
物
故
事
■
江
苏
省
淮
安
市
淮
阴
区
检
察
院
案
件
监
督
管
理
科
科
长
朱
小
华

“织补”高手
#

郑冰 华兴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检察官朱小华! 是一名 "织

补#高手!他的"织补$技术高超不是表现在修补衣物上!而是

突出体现在能够在别人不注意的点滴信息中挖掘案件线索!

通过拾遗补缺%创新思维!来修补漏洞!追诉犯罪&

从检
!"

年来!朱小华共增加起诉被告人
!#

人!增%减犯

罪事实
!$$

余起& 在审查起诉翁朝正% 贾皖仁拐卖妇女一案

中!朱小华依法追诉遗漏的
"

名被告人!被江苏省检察院记个

人二等功一次&

%$!!

年
!$

月!侦查机关以翁朝正%贾皖仁涉嫌拐卖妇女

罪向淮阴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朱小华在审查起诉证据时!发现翁朝正的供述与
%$!!

年

&

月初被其拐卖并怀有身孕的被害人王某的陈述基本一致!

供述证实被害人王某在被两个"外地人$强奸后又被卖给了翁

朝正!翁朝正再伙同一个叫"王霞$的人将被害人王某带至淮

安市杨其龙家出卖&报案人苗某的证言亦与翁朝正%被害人王

某一致!证明"王霞$参与拐卖&朱小华认为"王霞$%两个"外地

人$%杨其龙也涉嫌参与此案!他们与翁朝正%贾皖仁是一个有

分工%有组织的拐卖妇女犯罪团伙!但侦查机关仅移送审查起

诉翁朝正%贾皖仁!遗漏了犯罪嫌疑人'''两个(外地人#%(王

霞#%杨其龙&

侦查机关反馈信息说!翁朝正不知道(外地人#%(王霞#的

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其具体住址!抓捕工作没有具体目标!无

法起诉&朱小华分析认为)翁朝正出于规避法律制裁!保其犯

罪团伙免遭彻底覆灭的(厄运#!以图他日东山再起的考虑!在

供述中难免避重就轻& 他虽然隐瞒其同伙人身份! 拒绝供述

(外地人#%(王霞#的具体情况!但是其与(王霞#频繁通讯联

系!侦查机关完全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王霞#&在朱小华的要

求下!警方终于锁定了(王霞#!

%$'%

年
!

月
!%

日在(王霞#租

住处将其抓获&(王霞#归案后!供述其真名叫钱白云&

%$!%

年

!

月
!(

日!钱白云协助侦查机关抓获了涉案的两个(外地人#

王成均与衡保伟&

随着钱白云%王成均%杨其龙%衡保伟等犯罪嫌疑人的相

继落网!朱小华在审查起诉时加大讯问力度!查实该犯罪团伙

共作案
)

起!涉嫌拐卖妇女
&

人!又顺藤摸瓜追查出潘小梅%

周翠英两名犯罪嫌疑人&

最后!朱小华追诉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因强奸罪%拐卖妇

女罪分别被判处十一年至五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我对特约案件监督员的解释表示理解!我要对伤情重新

鉴定!然后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多次上访的被害人老陈!在

淮阴区检察院前段时间召开的听证会上当场表示不再上访&

%$*(

年
*

月
*

日!新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出台!

老陈作为一起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 其损伤按旧标准鉴定为

轻伤!按新标准案件很可能发生逆转&老陈对案情急转直下不

满意!怀疑司法机关包庇对方!对公安%检察环节的案件承办

人员的解释不予理睬!多次上访%缠访&

淮阴区检察院遂启动听证会! 邀请该院的特约案件监督

员%政协委员%淮阴师范学院法学院金伟教授以第三方的身份

参与!金伟教授从法律层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对该案进

行了分析%阐述!近一个小时的听证会!终于说服了老陈走刑

事自诉程序&

大学教授怎么会参与到检察工作中呢, 还要从朱小华上

任案件监督管理科科长说起&

为深化外部监督机制!朱小华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法学专家为特约案件监督员! 定期对院里的执法行为进行动

态性监督)一是特约案件监督员旁听公诉案件!评议公诉案件

的庭审质效-二是特约案件监督员参加刑事申诉听证会!对当

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引导当事人刑事和解!化解矛盾-三是建

立特约案件监督员
++

群和微信通道!进行网络监督&

金伟教授感叹)(朱小华任案管科长以来! 特约案件监督

员通过旁听公诉案件%参与刑事申诉案件听证会%网络监督等

形式!审查案件
,*

件!检察官执法规范性得到了明显提高&$

工作多年来!朱小华结合办案!对检察实务中遇到的法律

适用问题%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还撰写了数十篇理论文

章发表&

在不同的检察岗位都能够拾遗补阙!朱小华这个(织补$

高手说!秘诀只有认真%细致%严谨%负责&

全国法制好新闻
全国报纸副刊年赛获奖栏目

$

他就像一个危机公
关人，每天都要同形形色色
的上访人打交道，哭的、闹
的、寻死觅活的，什么情况
都碰到过。

$

在扣押物品没有任
何可供查询交接手续的情
况下，王君来就到灰尘满
地的库房里大海捞针般地
寻找，最终将散落在不同
城市的21件扣押物品一件

不少地找了回来。
$

马某有时还把儿子
婚礼照片拿出来，跟王君来
说一些知心话，并逢人便
夸：“这是我遇到的最贴心
的检察官！”

$

最为凶险的一次，是
在街头碰到几个男青年持
刀追砍一名年轻人，王君来
没有犹豫，冲上前去抱住持
刀人，制止了行凶。

方向的指引
$

肖俊林

在检察院 ! 控申科可以说是和群众

打交道最多 % 最直接的一个部门 ! 也是

难事缠身% 一些人避之犹恐不及的岗位&

今年
("

岁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检察

院检察官王君来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

个年头了 & 这么多年 ! 他始终保持着旺

盛的工作精力和高昂的工作热情 ! 被群

众称为 (我们最贴心的人$% (最勇敢的

小伙子$&

危机公关人

几天前! 两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情绪激

动地走进新华区检察院控申科接待大厅!

进门就问) 为什么不查犯罪了, 谁来保护

我们的利益啊, 负责接待工作的王君来赶

紧起身让座! 递上两杯热水! 笑容满面地

问清事情来龙去脉&

原来! 这二位老人是姐妹俩! 积攒了

大半辈子的养老钱被人骗走& 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院

审查后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证据! 便将案

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由于老人对诉

讼程序不了解! 以为被退补案子会不了了

之! 才来检察院讨说法&

王君来在核实清楚情况后! 一边安抚

老人一边做解释工作! 可情绪激动的老人

根本听不进去& 王君来不急不恼! 不断地

劝说! 不停地解释! 老人离开时气算是暂

时消了& 直到法院对案件作出有罪判决!

被害人的血汗钱也得以追回! 两位老人又

专程来到院里找到王君来说) (那天不该

冲你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们错怪你了.$

事后! 王君来平静地告诉记者) 他就

像一个危机公关人! 每天都要同形形色色

的上访人打交道! 哭的% 闹的% 寻死觅活

的! 什么情况都碰到过& 有一次! 一个中

年妇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药片往嘴里

塞!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阻止& 在同事的帮

助下! 药片从嘴里抠了出来& 还有一次!

上访人激动得大喊大叫到处乱跑! 王君来

连请带劝安抚他! 结果被撞伤胸部! 只好

到医院就诊&

(群众不是来找我们的麻烦! 是来寻

求帮助的 &$ 无论发生怎样激烈的行为 !

王君来从不计较对方的态度 ! 总是来有

应% 去有答! 心平气和地听取每一个上访

人的意见% 要求! 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每

一个问题& 无论自己受多大委屈! 他都能

设身处地站在上访人角度! 急事急办! 难

事快办& 对于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信访

案件! 在讲明法律规定% 受案范围% 指明

方向的同时! 他不是一推百了! 转出去拉

倒! 总是尽力帮助联系协调! 做好搭桥引

线工作! 以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重访或到

不相关的部门乱访! 也节省了他们的时间

和精力&

有一个案子! 刘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后由新华区检察院

批准逮捕& 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仍然不

符合起诉条件! 检委会作出不起诉决定&

刘某父母向检察机关提出国家赔偿& 王君

来接待了他们& 在交谈中! 当得知刘某在

关押期间已被企业开除! 未来生活没有着

落时! 王君来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主管检察

长! 表示要到企业进一步了解情况! 给当

事人更多的帮助&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 王

君来多次到刘某原来所在企业耐心做法律

解释工作! 该企业最终撤销了开除刘某的

决定并恢复了他的工作& 事后不久! 由王

君来承办的赔偿案件也按期办结! 刘某顺

利地拿到了国家赔偿款& 面对刘某母亲的

再三感激 ! 王君来说 ) (人无难处不上

访& 我们是做群众工作的! 不分分内与分

外.$

"五心# 工作法

新华区检察院曾于
*.,%

年对孙某涉

嫌贪污罪一案立案侦查! 后因证据不足将

案件撤销! 其案卷材料和扣押物品理应移

交孙某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但孙某

一直没有找到 & 于是 ! 孙某成了老上访

户&

%--,

年! 王君来接手该案后第一件事

便是寻找案卷下落和扣押物品去向& 由于

时隔久远! 主管部门几经变更! 许多知情

人和经手人或退休或离世! 给寻找工作带

来相当大的困难&

(只要是为群众做事! 再苦再难我都

不会放弃&$ 抱着这样的信念! 王君来历

经几个月! 终于在唐山市某派出所发现原

案案卷 ! 为查找工作找到了最直接的证

据& 在扣押物品没有任何可供查询交接手

续的情况下! 王君来就到灰尘满地的库房

里大海捞针般地寻找! 最终将散落在不同

城市的
%*

件扣押物品一件不少地找了回

来&

孙某在感谢信中说) (是人民检察官

执法为民的情怀和废寝忘食% 带病坚持工

作的精神! 化解了这起
%-

多年的积案&$

通过办理这起案件! 王君来总结出了

(五心 $ 工作法 ! 即 ) 接待来访要热心 !

答复问题有耐心! 解决问题靠诚心! 办理

案件须公心! 回访群众求细心&

%-

年来! 王君来接待上访群众
*

万多

人次! 办理各类案件
"--

多件! 受理群众

举报
.--

多件! 没有发生任何接访事故或

不良接访事件& 他说! 站在群众角度想问

题!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将来访人分

为四类! 以此有针对性地接访) 一是依法

有序型- 二是犹豫不决型- 三是情绪激烈

闹访型- 四是精神障碍型&

(信访群众大部分是弱势群体& 初访

时! 他们往往怀着求助与信任的心理走进

检察院的大门&$ 王君来分析说! 绝大多

数群众信访都是依法有序型上访! 只要我

们把这种 (送上门的群众工作 $ 做深做

透! 时刻用捍卫公平正义的行动! 唤醒广

大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 就能增加群

众对我们的信任与理解& 群众越信法! 控

申接访工作越好干&

王君来举例说! 高某与其二弟因误解

结怨
/-

年& 一次! 二弟之子到高某家中

准备化解老哥俩恩怨! 不料言语不和发生

冲突! 高某受轻微伤& 公安机关认为不符

合立案条件! 高某到检察机关提出控告!

要求进行立案监督& 于是新华区检察院向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发出 (要求说明

不立案理由通知书$!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

华分局对不立案理由出具情况说明! 新华

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不立案理由成立! 向

高某发出 *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

高某不服! 仍然多次上访! 要求追究其二

弟之子的刑事责任&

在高某
"

年上访时间里! 王君来先后

接待他
/--

多次! 每次都是用心地听% 认

真地记! 逐字逐句阅读递交的书面材料!

将反映的主要问题整理后逐级向领导汇

报! 经常接访到下班以后! 弄得高某自己

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在有的放矢宣传法治的同时! 王君来

还将接待室变成一个心理疏导的平台! 千

方百计地做高某思想工作! 化解发生在这

亲兄弟俩之间的多年积怨& 他从两家结怨

说起! 分析家庭矛盾为什么产生! 讲兄弟

情% 说同胞谊! 劝说高某拿出兄长的气度

看待家庭误会纠纷& 一次下班之后! 王君

来根据高某绘制的当年案发现场草图! 骑

车
%-

多公里去实地查看 ! 并拍下照片 &

当高某看到
"

年不见的房屋时 ! 半天无

语 !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 王君来见此情

景! 不失时机地进行思想劝解! 并建议将

闲置的老宅出租出去! 以减少经济损失&

慢慢地! 高某心里的冰山开始融化! 抵触

情绪渐渐消失! 现在逢年过节! 高某都会

作诗一首发给王君来! 表达节日祝福&

从最痛心到最贴心

在王君来心中! 有一个永远抹不去的

痛&

石家庄市政公司郑某曾因受贿罪被该

院立案侦查! 鉴于 (全部赃款退清% 认罪

态度尚好$! 石家庄市检察院对其作出免

予起诉决定&

*..&

年
"

月初! 郑某来检察

院申诉! 认为自己没有受贿! 其中大部分

款项用于公务支出! 还有一部分属于借款

而非受贿所得&

围绕上述焦点! 初为人父的王君来辞

别了未满月的女儿! 先后到元氏% 灵寿%

平山% 深县等地调查取证& 在近两个月的

时间里! 终于查清了
)%--

元涉案款的来

龙去脉! 为郑某洗去了不白之冤& 石家庄

市检察院最终作出撤销对其 *免予起诉决

定书+ 的决定&

当王君来把这个消息告诉郑某时! 郑

某起初不敢相信! 愣愣地眼神看了半天!

随后掩面而泣! 长达半个多小时! 嘴里不

住地喃喃自语道) (总算可以挺起腰杆生

活了 &$ 时隔不久 ! 郑某罹患癌症去世 &

去世前! 王君来多次到医院去看望! 加紧

办理刑事申诉事宜& 但郑某还是没有等到

拿回返还款的这一天就撒手人寰了&

(

)%--

元赔偿款没有递到当事人手里!

是他的遗憾! 更是我的遗憾.$ 王君来常

常自责! 也更坚定了他要把工作干细% 干

好% 干出彩的信心&

马某是一位老知识分子& 多年来! 他

一直怀疑有人谋害自己 ! 不断地向省 %

市% 区有关机关控告% 投诉& 王君来接手

这起案件后! 反复耐心地做思想疏导和法

律解释工作& 得知马某无子女陪伴! 经常

住车站% 医院时! 王君来腾出自己的房子

让马某免费居住两年多! 并垫付暖气费%

水电费等
%---

多元费用! 帮助马某应对

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马某住院治疗! 王君

来不但购买物品到医院探望! 还抽出时间

陪床守护& 日久天长! 马某把王君来也当

自己亲人看待! 有事没事说打电话就打!

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 直至手机没电自动

关机为止& 马某有时还把儿子婚礼照片拿

出来! 跟王君来说一些知心话! 并逢人便

夸) (这是我遇到的最贴心的检察官.$

下班还是检察官

每逢春节假日过后上班第一天! 新华

区检察院控申科接待大厅打开大门! 迎来

的不是上访群众! 而是来拜年的上访户&

(过年好.$

(过年好.$

在一声声问候中! 王君来收获了甜蜜

与温暖&

(我十分珍惜身为检察官的荣誉&$ 王

君来介绍自己说! 他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企

业工作! 一次偶然机会报考到检察院& 原

本干反贪工作的他! 应同室兄弟的请求!

被 (换 $ 到控申接待岗位 ! 一干就是
%-

年. 他学习法律! 积累一个个案例- 学习

心理学! 把握接待技巧- 甚至学习演讲与

口才! 练就 (群众听得懂% 信得过$ 的语

言表达力& 由于工作出色! 王君来先后荣

获全市优秀接待员% 检察系统岗位技能竞

赛业务尖子%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等称号 & 王君来所在科室被最高检评为

(全国文明接待室$&

今年年初! 几名群众多方打听! 将一

幅写有 (好人好事! 热心助人$ 的锦旗送

到新华区检察院! 并要求与救人英雄王君

来见上一面! 表达他们一家人的谢意& 原

来! 在一次下班途中! 王君来遇到车辆翻

车& 两名伤员躺在马路上一动不动& 他停

下来! 立即拨打 (

*%-

$ 和 (

**-

$ 求助 %

报警! 并开始施救! 避免伤者在下班高峰

期受到二次伤害& 到达医院后! 王君来还

跑前跑后办理各种手续! 并出资垫付了医

药费&

像这种街头义举! 在王君来身上经常

发生& 有一次偶遇仓库失火! 他抢在消防

车到来之前奋力扑救! 衣服被烧出大大小

小很多洞- 他路遇扒窃行为! 一面报警一

面跟踪! 最终与被害人一起将窃贼抓获-

最为凶险的一次! 是在街头碰到几个男青

年持刀追砍一名年轻人 ! 王君来没有犹

豫! 冲上前去抱住持刀人! 制止了行凶&

歹徒穷凶极恶! 将王君来的手和胸前背后

多处划伤! 被路上群众称为 (最勇敢的小

伙子$&

(走在大街上! 也许很多人不认识我&

但我自己知道 ) 我是一名检察官 & 上班

时! 穿上这身制服是检察官! 下班后! 脱

下制服仍然是检察官& 我就要用检察官的

标准要求自己& 当人民群众危急关头需要

我时! 我必须挺身而出.$ 王君来话语铿

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