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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法律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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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统筹! 本报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李鹏 玄承瑛 徐建芝

王有江 张卫清 刘霞 姜浩 怀倩倩

第二站 鲁西平原

本报记者 卢金增

山东省检察机关近年来把加强派驻检察室建设作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载体，高
标准建成556个派驻检察室，配备工作人员3000余人。各个检察室主任勇当“领头羊”，带
领派驻检察室干警奔波于社区乡村，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权益，用脚步
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鲁中内陆

胶东半岛

将服务保障民生和维护群众利益贯穿于检察室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

扎根热土"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

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潍坊市寒亭区检察院派驻滨海检察室主任 王德祥

为救助奔忙

潍坊市寒亭区检察院派驻

滨海检察室主任王德祥近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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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救助金交到刑事被害

人李某妻子手中! 对方激动得

泣不成声! 平静后不停地说"

#谢谢检察官$ 说实话! 家里

现在一分钱也没了 ! 这
!"""

元真是救命钱啊$%

#"$%

年
$$

月
&

日傍晚 !

丁明驾驶货车穿过某十字路口

时闯红灯! 撞翻一辆正常行驶

的面包车! 造成乘车人李某重

伤 & 李某立即被送往医院抢

救! 因伤势过重离世& 李某的

母亲体弱多病! 儿子正在上初

中! 从天而降的灾难让他的妻

子不知所措! 失去了家里的顶

梁柱! 原本就极度贫困的家庭

今后怎么办'

今年
$

月
'"

日 ! 法院以

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丁明有

期徒刑五年零八个月& 丁明是

当地人! 靠给别人运货养家糊

口& 丁明入狱后! 他的妻子和

刚满周岁的儿子生活顿时陷入

困境! 根本没有能力赔偿被害

人家属& 李家因得不到赔偿!

生活难以为继&

寒亭区检察院派驻滨海检

察室主任王德祥下乡走访过程

中了解了这一情况! 立即联系

本院控申科干警一起到李某家

慰问! 并依据该院出台的 (关

于开展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

助工作实施细则)! 向滨海区

委政法委* 区财政局报告! 在

最短的时间内为李家申请到

!"""

元救助金 & 村委会和村

民得知区检察院的善举! 感动

不已! 纷纷夸赞检察官为民办

实事! 表示今后一定会照应这

不幸的一家人! 春种秋收时!

大家都搭把手&

+这点钱对于李家虽然是

杯水车薪 ! 可暖了老百姓的

心&, 王德祥说&

潍坊市奎文区检察院派驻经济开发区检察室副主任 孙兰兰

3.8亩责任田

+哈哈哈--, 一听这爽

朗的笑声! 大家伙就知道是孙

兰兰来了& 果然! 远处大步流

星走来的就是她...潍坊市奎

文区检察院派驻经济开发区检

察室副主任& 孙兰兰一头齐耳

短发! 身材娇小! 说话带笑!

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她! 工作中

却十分 #较真,&

#外粗内细! 工作很认真!

带着一股拼劲&, 提起孙兰兰!

曾和她搭档多年的同事小王给

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
$"

月初 ! 孙兰兰接

待了来访的张老汉& #俺今天

来反映问题! 并且要答案! 要

是你们解决不了! 俺就拖家带

口去上访&, 一开口! 张老汉

就给孙兰兰来了个 #下马威,&

孙兰兰没急没恼! 而是让张老

汉慢慢讲&

原来 !

$!

年前张老汉为

了养家糊口! 带着妻子外出打

工! 因为联系不便! 错过了村

里分配土地& 现在村里要统一

发放土地证! 张老汉先后到村

里 * 街道求助 ! 但因时间过

长! 当事人多数不在职了! 始

终没有结果&

孙兰兰让老人先回家! 然

后打电话给张老汉所在的村委

会和街道办! 了解情况& 有同

事不理解! 说这事依法不归检

察室管! 干吗还自己找事& 孙

兰兰 #较真, 地说" #土地是

老人的命根子 ! 不帮助解决

了! 损害的是党的形象&, 经

过孙兰兰反复协调! 村里最终

同意给张老汉重新分了
()*

亩

责任田&

张老汉握着孙兰兰的手感

动地说"#孙主任! 真没想到俺

家这么点小事!你却那么认真!

一趟趟跑来跑去的!受累啦/ ,

孙兰兰摆摆手说"#我累点不算

什么!只要您满意就行&,

山东：派驻检察室零距离融入社区乡村，融入群众生活

7位主任的脚步

第一站
探索服务群众的最佳途径"寻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

第三站

齐河县检察院派驻宣章检察室主任 杨 芳

盗羊案破了
说起老伴的白内障手术 !

齐河县宣章村镇大岭村村民张

大爷就夸宣章检察室的检察

官" #要不是他们! 老婆子的

白内障手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做呢/, 这二者有什么联

系么'

原来 !

'"$%

年
$'

月
$'

日! 宣章检察室检察官一大早

开着巡访服务车来到了大岭

村 ! 走访群众 ! 了解村情民

意& 在座谈中! 村主任杜海军

说" #前一阵子! 村里多次发

生羊被盗事件! 被盗户多是一

些孤寡老人! 他们没有其他收

入! 就指望几只羊买药看病&

羊被盗了! 老人们失去生活来

源! 苦得很呀/,

杨芳立即让杜海军带领大

家到附近的被害人张大爷家!

了解一下情况& 来到一个低矮

的院落前! 杨芳看到
(

间破旧

的平房! 院子好久没有洒扫了!

一幅颓败景象& 听说检察室的

人来了! 张大爷非常热情地迎

出门来&

说起家中的羊被盗之事 !

张大爷长叹一声! 泪水禁不住

地流下来& #上个月初六的晚

上! 家里的大门被人撬开! 羊圈

里的
+

只羊全部被偷走了& 本

来! 俺想着等卖了这些羊! 给老

婆子看眼睛呢& 大夫说她患了白

内障! 必须得做手术! 哎--,

据杜海军介绍说! 像张大

爷这样被盗的农户! 村里还有

好几家 & 出事后大家都报案

了! 不知为啥派出所一直没来

人& 杨芳详细询问了家中的羊

被盗过程! 临走时把身上的钱

都留给了张大爷! 说检察室会

想办法把他丢的羊找回来&

回到办公室! 杨芳将此情

况向检察长作了汇报! 并将检

察室收集的材料移送给本院侦

查监督科&

侦查监督科核实后向县公

安局发出 (不立案理由说明

书)! 公安机关很快立案侦查!

涉嫌多次盗窃孤寡老人家羊的

犯罪嫌疑人宗某* 张某不久被

抓获&

案件移送齐河县检察院审

查起诉后! 杨芳又主动与公诉

部门联系! 几经协调! 依法追

回犯罪所得! 一一返还给被害

人&

招远市检察院派驻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室主任 路玉娟

她是“知心大姐”

在招远市检察院! 有一位

被当地小学生称作 #检察官阿

姨 , * 被涉罪未成年人称作

#知心大姐, 的干警& 她就是

该院派驻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

室主任路玉娟&

两年前! 刚到检察室工作

的路玉娟就根据辖区学校特别

多的特点! 确立了工作思路"

把检察室建成一个对未成年人

进行法律宣传教育的平台&

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是路

玉娟的一贯作风! 通过到辖区所

有学校走访调查! 她掌握了基本

资料! 建立了完备的工作档案!

绘制了城区学校分布图! 并在院

党组的支持下建立了警示教育展

室& 该展室被招远市政法委* 关

工委命名为 #青少年普法教育警

示基地,& 每年寒暑假开学! 她

都联系辖区各个学校! 组织学生

到展室上 #第一课,&

学生们很喜欢听路玉娟讲

课 ! 亲切地称她 #检察官阿

姨,& 两年来! 她主持开展了

#爱心与法律为春蕾护航 ,

#关爱未来护航成长, 等
'"

余

个警示教育活动! 受教育学生

达
'

万余人次&

那些带有 #污点, 的孩子

更是时刻牵着路玉娟的心& 上

任伊始! 路玉娟协助本院未检

部门聘任了
$!

名 #爱心使者,!

建立起合适成年人数据库和春

蕾工作室&

去年初冬的一天! 在与因

故意伤害罪而被羁押的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小杨谈话时! 路玉

娟发现小杨有很强烈的抵触心

理& 经了解! 路玉娟得知小杨

父亲教育方式粗暴! 致使儿子

性格偏激! 最终触犯了刑律&

而小杨被羁押后! 父母从未看

望过他& 解铃还需系铃人! 在

路玉娟一番劝说下! 老杨终于

到看守所看望儿子! 父子泪眼

相对的那一刻! 小杨心里的坚

冰开始融化--

路玉娟还通过爱心谈话 *

亲情感化* 生日约谈* 亲子课

堂等多种途径! 疏导涉案未成

年人的不良情绪& 在路玉娟看

来! #知心大姐, 四个字是这

些孩子对她最高的评价&

乐陵市检察院派驻黄夹检察室主任 宋晓东

办实事的人
#宋主任可是个办实事的

人! 要不是他! 俺们村现在还

不知道乱成啥样了
,

老百姓要

是心里憋着气! 种地都种不下

去/, 提到乐陵市检察院派驻

黄夹检察室主任宋晓东! 黄夹

镇小刘村村民王建国总会竖起

大拇指&

#-$%

年
%

月! 王建国和十

余名村民一起找到黄夹检察

室! 举报该村原支部书记赵某

利用无地村民的户籍信息! 虚

报小麦亩数! 骗取国家小麦直

补款& 情绪激动的村民说! 他

们曾先后到多个部门反映! 均

没有结果 ! 如果检察院再不

管! 就去省里上访&

#请大家不要激动 ! 先坐

下来把事情说清楚 &, 宋晓东

微笑着安抚村民! 其他干警给

每位村民端上一杯茶& 看着干

警们和蔼的笑容和冒着热气的

茶水! 村民们的情绪慢慢平静

下来! 王建国开始叙述事情的

原委& 宋晓东边听边记录! 最

后对大家说" #你们反映的情

况很重要! 检察机关会尽快按

照程序调查! 并及时回复调查

结果! 决不让问题有来无回&,

经检察长批准! 宋晓东协

助办案同事初查此线索& 他们

秘密调查相关证人! 调取小刘

村账目和信用社取款凭证等 !

掌握了赵某贪污村集体小麦直

补款
%)(

万余元的犯罪证据 !

移交给本院自侦部门! 赵某随

即落网&

去年
$-

月 ! 赵某被该县

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四年& 宋晓东将此消

息告诉王建国等人! 小刘村沸

腾了! 全村人拍手称快! 并给

黄夹检察室送去大红的锦旗&

'-$%

年初秋! 山东省检察

院检察长吴鹏飞在黄夹检察室

考察时! 握着宋晓东的手说 "

#希望你们今后继续努力 ! 把

检察室的工作干好* 干实* 干

出成效&,

阳信县检察院派驻商店检察室主任 陶大河

帮小刘回家
#要不是陶主任!我恐怕还

在外边流浪呢/ ,说起这些!阳

信县商店镇李安村社区矫正对

象小刘感慨不已&

今年春节前! 阳信县检察

院派驻商店检察室主任陶大河

和同事深入社区矫正对象家中

走访& 陶大河来到小刘家!其父

母冷冷地说 "#他没有回家 !我

们也没有这样的孩子& ,无法与

对方沟通! 陶大河就到村委会

了解情况&

#这孩子!从小就顽皮!父母

也管不住!

$+

岁那年因犯盗窃

罪被判了两年刑!前几天孩子借

假释出来了!但他的父母觉得丢

脸!不让他进门!现在住在亲戚

家& ,村委会主任对陶大河说&

#无法取得父母谅解!不能

回家!小刘是否会自暴自弃!重

返犯罪道路' , 回检察室的路

上!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陶大

河的脑海里! 于是他驱车找到

小刘的住处&

得知检察官的来意! 小刘叹

了口气!述说了自己出狱后有家难

回的窘境& #快过年了!可我--,

小刘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别难过!父母可能对你有

一些误解!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你也要保证! 今后一定改过自

新!不干违法的事儿!还要孝敬

父母& ,陶大河说& 为增强说服

力! 他特意从司法所复印了小

刘在监狱的表现情况&

#其实我们也很惦记孩子!

但他做的事确实让我们在村里

抬不起头来--陶主任! 你给

我们的这些材料证明孩子确实

想改好& 只要他真心改过!我们

就让他进家门& ,刘父说&

#爸妈!孩子对不起您们!今

后我一定洗心革面--,见到父

母!小刘痛哭着道歉并保证&

#天下父母哪有不疼自己

孩子的!只要你真心改过!家里

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 ,说完!

刘母紧紧抱住了孩子&

郓城县检察院派驻城郊检察室主任 王 波

唱响“好汉歌”
郓城是水浒故事的发祥

地!素有 #梁山一百单八将 !七

十二名在郓城 , 之说 &

'-$(

年

$$

月! 郓城县检察院反渎局侦

查科长王波调任派驻城郊检察

室主任&身材魁梧*精明干练的

王波!颇具水浒好汉风采!到任

后立足检察职能! 真诚服务群

众! 和同事们演绎着该出手时

就出手的#好汉歌,&

去年
$'

月初的一天早晨!

数名村民嚷嚷着进了城郊检察

室&#俺们村的征地补偿款发放

不透明*不公开!村党支部书记

兼着会计!啥事都一人说了算!

你们检察室管不',

王波端上茶水! 让来访人

慢慢说& 这些村民是郓州街道

办事处李河口村人 ! 他们说 !

'-$(

年
*

月该村土地被征用 !

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数额!村委

会弄得不明不白! 他们担心村

支书贪污征地补偿款&

经检察长批准! 王波与同

事立即深入县房产局* 郓州街

道办事处* 李河口村等走访调

查! 发现该村村委会班子不健

全! 征地补偿款发放工作实际

由村支书一人执行! 虽然发放

给村民的补偿款基本足额 *到

位!但由于发放过程不公开*不

透明!引起村民不满&

他们还发现! 该村被征土

地中有座生产用桥!政府补偿建

设资金
&!

万余元! 未纳入村会

计账务管理&该院立即联络郓州

街道办事处!并建议尽快健全李

河口村两委班子!在村两委班子

不健全的情况下!该资金不宜直

接交付李河口村委会!先由郓州

街道办事处代管!并纳入李河口

村委账户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我们严格按照检察机关建

议!切实加强村级及办事处财务

管理!强化各级人员责任!并且

在检察室的协助下健全了李河

口村两委班子!村里的各项工作

目前已走上了正轨&, 郓州街道

办事处书记杨继民告诉记者 !

#检察室的工作村民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 大家都说这个--,杨

继民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平原县检察院派驻恩城检察室干警开着巡访服务车送法到村

0

福建政和邓玉英!

每每看到!基层采风
..

群"征

稿#都欣喜若狂$加班加点收集素材%

遣词造句#忙得不亦乐乎$稿子几经

修改#投到编辑老师的邮箱$接着#便

是度秒如年的等待#既期盼出报日早

点到来#又害怕稿件未被采用#心思

千回百转$这时#才体会到一位前辈

说的!宣传需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

验"$

0

长阳县检察院!

最近关注了很多检察院的微

信# 发现一个检察宣传新常态#就

是新媒体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很多

检察院是漫画 %

/&

等多种形式综

合运用#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看

似枯燥的业务部门可以通过漫画

被介绍得有声有色#在佩服小伙伴

们的同时#感觉做一个检察宣传人

是多么的不易&

0

青湖!

周末 # 以院青莲文学社的名

义#借助文学社
..

群 #我院举办

了一场 !讲规矩 #守纪律 "主题论

坛$

(-

余名青年干警纷纷加入#积

极参与讨论 $大家说 #比起以往聚

在一起开讨论会的形式#

..

讨论

形式新%自由度高#且更容易发挥#

希望以后多多开展$

0

高阳侯智勇!

一个在检察环节已经结案的案

子#当事人又找我来了$放下手头的

工作#我耐心给他讲解法律规定#不

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耽误了

开会$这样做值不值得#也许不同的

人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我觉得#即便

案子已经和我无关# 让当事人多明

白一些道理#少跑一些冤枉路#也是

一个执法者的价值所在$

0

检察官李行!

!速度与激情"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法律话题$近年来#超速行驶已成

为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肇事司机

为图一时!痛快"#可能给他人带来

终身!痛苦"$生命无价#遵守交通法

规% 安全文明驾驶应是每一位司机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法律红线不可

逾越#在!速度与激情"面前#让我们

多一份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吧&

0

贵州平坝计鸿!

网络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新闻

时时映入眼帘#我们不禁想问'现在

的孩子都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预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仅是学校%

老师%家长最大的心愿#也是我)))

一名未检检察官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庐检小马!

如何解决基层检察院案多人

少的矛盾(我们院做了一些有益的

尝试 $前段时间 #我院正式出台了

*关于综合部门干警参与办案的实

施意见+# 要求
&

名具备办案资格

和经验的年轻干警#每人每年至少

办理
&

件公诉或侦监案件#并明确

了确保案件质量的具体措施$此举

既缓解了一线办案干警的压力#又

达到了锻炼年轻干警的目的$

0

检察官赵育超!

清晨第一时间#我都会习惯地

打开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内网#关注

每日推送的一句藏语 # 并记录下

来#以便随时向身边的藏族同事请

教发音 $ 虽然目前学起来有些吃

力#但是我深深领悟到作为一名汉

族检察官#学好藏语在推进司法为

民工作中的重要性 $因此 #我 !痛 "

并快乐着$

#文稿统筹!朱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