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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温情
!

口述!李云才 整理!郭秀峰

作为一个检龄超过
!"

年的老检察官!每当科里新来的年

轻人让我传授办案经验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认真依法办好每

起案件!尽可能地坚持人性化执法!努力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

温情#

#"$%

年
!

月
$!

日!小丽!化名"在醴陵市城区联华超市门

口将被害人张某装有
$&'

元现金的钱包偷了!得手后!小丽并

未逃走!张某发现自己钱包被偷后小丽又将钱包还给了张某#

该案被移送至我院审查批捕时! 相关的审查工作由我负

责#从案卷材料中得知小丽是聋哑人!

!

月
$(

日!我约了醴陵

市哑语学校的张老师一起去了看守所!但在提审小丽时!我们

竟然无法交流!同去的张老师也弄不懂她在表达什么#那天!

看守所的管教民警说小丽不仅表达不清!连生活也不能自理#

小丽的状况很糟糕! 我打算先找其家人了解情况后再决定如

何帮助她#

!

月
'"

日上午!正当我准备联系小丽的家属时!一对中

年夫妇已来到我的办公室# 在他们的哭诉中得知来者是小丽

的养父母#

'(

岁的小丽!系先天性聋哑人!出生不到三个月便

被亲生父母遗弃!是现在的养父母将她带大成人# 此外!小丽

的智力也有缺陷!生活自理能力差!平时全靠养父母照顾#

本案中!小丽虽然涉嫌犯罪理应受到应有的刑事制裁!但

若对小丽从轻处罚!也是符合法律和情理的#从法律上来看"

小丽作案后没有离开现场!这说明她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她

是聋哑人!智力也有缺陷!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

罚$她为初犯!扒窃金额较小且所得财物被追回!没有造成被

害人经济损失!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从情理上来说"生活

自理能力欠缺又无法正常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小丽! 对其采取

逮捕措施亦不便在看守所进行关押# 看到小丽父母五十出头

却早已满头白发!已是儿孙绕膝的我!特别理解他们此时的心

情! 决定向领导提出不予逮捕的建议并获审批同意#

!

月
'$

日!不批准逮捕决定作出当天!小丽被释放#

两个月后!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公诉部门结合该案特

征并实际考虑了小丽的状况!

)

月
'

日!对小丽依法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

今年!我见过小丽好几次!她在父母的照顾下变得更加开

朗了!有时候还帮父母亲看着他们的水果摊!这种进步让我十

分欣慰#

对于这个案件! 谁知道小丽有如此悲惨的身世& 我认

为! 司法不是冰冷的! 在

法律中彰显情理! 这样每

个案件的当事人都能收获

温暖#

"作者单位! 湖南省醴

陵市人民检察院#

18.7亩公益林被滥伐，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审讯中他们交代的一句话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滥伐的背后是渎职
!

本报记者 李轩甫

通讯员 陈艳艳 孙鸿慧

海南中部的五指山不仅有郁

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还有多种野

生动物 !

$(((

年五指山脚下的毛

阳镇章子车岭林区被列入国家级

重点公益林区"然而!这里却发生

了滥伐
$*+)

亩公益林的事件 "海

南省五指山市检察院在审查批捕

这起滥伐林木案时! 提前介入公

安侦查活动"

'"$,

年
%

月
'!

日!办案检察

官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 向五

指山市林业局及毛阳镇林业工作

站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工作站强

化监管!认真整改!杜绝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毛阳镇林业工作站接

受检察建议!进行整改!并将整改

情况向检察院进行反馈"

公益林木遭砍伐

'"$!

年
*

月
$$

日!毛阳镇林

业工作站人员在章子车岭一带公

益林区巡逻时发现! 章子车岭山

沟的北边及东边山岭半山腰上有

两块国家公益林遭砍伐! 工作人

员随即向领导报告并向警方报

案"

五指山市公安局接报后 !迅

速派干警赶赴现场勘察" 经干警

现场勘察! 章子车岭两处国家公

益林被砍
$*+)

亩! 砍伐时间已过

!

个月"

如此大面积地砍伐国家公益

林木在五指山市实属罕见! 公安

部门很快依法立案侦查! 并逐级

上报"此案涉嫌滥伐林木面积大!

毁林范围广!案发时间长!极有可

能存在职务犯罪"于是!公安部门

邀请五指山市检察院介入调查"

当公安干警着手勘察盗伐现

场时! 涉案人王志清与王理安开

始心生恐惧! 想着与其被抓不如

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

月
$!

日! 二人主动向五指山市公安局

投案"

二人到案后交代! 由于近几

年种植橡胶树的收益很好! 所以

就想将村中整日打架斗殴的青年

人组织起来发展橡胶业" 但他们

根本没有地方种植橡胶树! 直到

后来! 他们发现章子车岭一带长

期没人巡山! 以为那不属于林业

部门的管辖范围! 便组织十几名

青年带着工具砍了两处树木和杂

草!种植了橡胶树"

根据他们的交代! 侦查取证

工作随即展开! 在固定全部证据

后! 王志清与王理安二人盗伐林

木案很快被移送至五指山市检察

院审查起诉"

'"$!

年
$'

月
$'

日!

五指山市法院经开庭审理! 以滥

伐林木罪!分别判处王志清#王理

安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
'"""

元"

侥幸心理酿恶果

五指山市检察院已提前介入

该案!在审讯时!王志清与王理安

交代的一句话引起了办案检察官

的注意! 他们说章子车岭一带长

期无人巡山! 所以自己才误以为

章子车岭不属于林业局管辖 "从

此话中!办案人员分析!相关人员

对保护区公益林管护不力! 滥伐

林木案后极可能隐藏着职务犯

罪"

办案人员立刻到五指山市林

业局调取了机构及岗位编制方

案#人员编制#管理林区人员等相

关资料! 决定先从负责章子车岭

一带的管护人员入手"

办案人员找到了章子车岭一

带公益林被砍期间负责巡山管护

的专职护林员王扬锋" 对检察院

办案人员的到来! 王扬锋早有思

想准备"

作为专职护林员的王扬锋 !

每个月有不少于
''

个工作日的

巡护林区责任! 该期间必须认真

巡山!填写出勤记录!制止破坏砍

伐森林的行为! 并将自己负责林

区内的各种危害森林资源的行为

及时报告辖区林业站和林业主管

部门"

王扬锋的出勤记录上显示他

是满勤! 可章子车岭一带滥伐林

木事件却在
!

个月后才被发现 !

这不合理"在办案人员的追查下!

王扬锋道出了实情! 他负责巡查

的山林面积很大且很茂密! 几年

里都未发生过砍伐林木的事情 !

所以自己就在进山入林等路口张

贴了严禁砍伐林木的标语! 以为

这样就不会有人滥砍林木了 !在

侥幸心理的驱使下! 自己只沿着

小道巡查或者是到山顶上眺望

下!并未深入林区"王志清与王理

安在
$"

余天内砍伐了
$*+)

亩公

益林因王扬锋没有入林勘察而未

被发现"

玩忽职守被判刑

王扬锋的巡山出勤全是满

勤!都是不真实的!不过是为了应

付上级检查而已"

事实清楚地表明! 五指山下

章子车岭国家重点公益林遭砍伐

根源在于有章不循!监管乏力!专

职护林员王扬锋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

年
!

月
(

日! 五指山市

检察院决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

王扬锋立案侦查! 同时对其采取

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在侦查阶段!王扬锋供认!作

为专职护林员! 章子车岭公益林

区的第一责任人! 巡查工作中没

有尽到责任!疏忽大意!侥幸心理

使自己触犯了法律"

'"$,

年
!

月
$!

日!五指山市

毛阳镇林业工作站专职护林员王

扬锋被法院以玩忽职守罪! 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至此!由一起滥伐林木案!牵

出了玩忽职守案! 两起案件法院

都作出了有罪判决"

同时!五指山市检察院认为!

打击涉林# 玩忽职守犯罪固然重

要! 可如何增强林区群众爱护海

南绿水青山意识! 增强群众法制

观念! 预防和遏止此类犯罪的发

生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 ! 办案检察官没有满

足于办案现状 ! 在向五指山市

林业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 !

还深入五指山市林业部门帮助整

章建制完善管理! 督促林业部门

重点完善落实各林区各林段管护

人员的责任! 做到分工明确! 各

司其职! 责任到人" 林业部门接

受检察官建议 ! 很快完善了管

理 ! 按有关规定及标准重新选

出责任心强 ! 管护经验丰富的

管护人员"

'"$,

年
$

月至
'

月! 五指山

市检察院连续开展了为期
'

个月

的法律宣传活动" 检察官深入林

区发放宣传资料
$,""

余份!出动

干警
$"

余人!他们穿行在田间地

头! 走访林场学校! 深入黎村苗

寨! 对不懂汉字的少数民族群众

用当地语言进行详细解释" 林区

群众受到了法制教育! 提高了保

护国家公益林木! 遵纪守法的自

觉性"

“你不能没有拐棍”
!

胡传仁 魏 霞

公诉人邹涛出庭控诉被告

人郑长宇故意杀人案的庭审现

场被拍成了专题片!

'"$,

年
,

月
$%

日!此次庭审被评为河南

省信阳市检察机关 $十佳公诉

庭%之一!得到了评委会的高度

评价"

被告人郑长宇年过五旬!

左腿严重残疾"在邻居眼中!他

是个老实人! 谁都想不到他竟

残害了三个生命"

$

'"",

年
(

月! 河南省固

始县往流乡郑营村农民郑长宇

在县城以跑三轮车为生"%公诉

人邹涛宣读起诉书时指出!有

一天! 他收留了一名外地流浪

弱智女小红'化名("收留期间!

郑长宇得知安徽省阜南县老观

乡王营村农民李维秀'化名(没

有儿媳妇"于是!郑长宇托人与

李维秀取得联系!并以
%"""

元

的价格将小红卖给李维秀做儿

媳"因小红生活不能自理!李维

秀开始反悔! 多次找郑长宇要

求返还
%"""

元"苦于李维秀的

纠缠! 郑长宇将李维秀骗到家

中!以第二天还钱为由!哄骗李

维秀在其家中留宿"当晚!郑长

宇趁李维秀熟睡之机! 用事先

准备好的电线将其电死并掩

埋"

邹涛继续指控其第二起犯

罪事实&

'"$"

年
%

月! 郑长宇

与湖北省红安县农民尹平 '已

判决(取得联系!二人合谋拐卖

妇女捞点钱"随后!尹平将同村

妇女陈桂芳'化名(骗到了郑长

宇家中! 但陈桂芳发现郑长宇

想将自己卖掉" 为了自己的阴

谋不败露! 郑长宇再一次行凶

用电线将其电死"两个月后!他

担心自己杀害陈桂芳的事情败

露!便与尹平合谋!将知道陈桂

芳行踪的权成恩'化名(也骗到

了固始!趁其熟睡时用电击#棒

打等手段杀害了他"

起诉书才宣读结束! 郑长

宇便立刻为自己辩驳&$李维秀

不是我杀的!她是到过我家!我

把钱给她后!她就走了"%

$郑长宇!你以前在公安机

关的供述是否属实'%邹涛开门

见山地问道"

$不是事实!是公安局瞎编

的!然后栽赃到我的头上(%

$公安局是怎样编的'%

$他们编好啥时间#啥地点

后!让我照着说的(%郑长宇斩

钉截铁地说道"

邹涛在法庭上出示了被告

人郑长宇的指认现场录像!录

像证实! 公安机关根据郑长宇

的指认! 找到并挖出了被害人

李维秀的尸体"录像播放后!公

诉人邹涛问道&$经鉴定! 李维

秀死亡原因系电击死亡! 与郑

长宇供述的作案手段一致"郑

长宇! 你咋知道公安局瞎编的

地方就能挖掘出尸体! 而且死

者就是李维秀呢'%

郑长宇长久沉默后! 他开

始对第二起杀人事实予以否

认&$我是与陈桂芳也联系过!

但她根本就没有到固始来!更

没有到过我家"%

$郑长宇!陈桂芳到底到过

你家没有'%

$没有"%

$你是怎么和陈桂芳联系

的'%

$我给她打手机"%

$她曾经送给你什么东西

没有'%

$没有"%

邹涛开始出示公安机关在

郑长宇家提取的女士挎包#手

机等物证! 而这些就是被害人

陈桂芳的物品" 邹涛问道&$郑

长宇!陈桂芳没到过你家!她也

没送给你任何东西! 那你家中

陈桂芳所用物品是从天上飞来

不成'%郑长宇再次哑口无言"

$杀害权成恩时我没有动

手"%郑长宇开始对第三起杀人

事实进行辩解"

$郑长宇!你腿瘸得很厉害

吗'% 邹涛的思维似乎有些跳

跃"

$是啊!我还有国家颁发的

重度一级残疾证!没有拐杖!我

路都走不好! 咋能杀掉一个大

男人呢'% 郑长宇顿时精神起

来"

$权成恩被杀时! 你在哪

啊'%

$我在隔壁房间睡觉!第二

天一大早我就到街上买早餐

了"%

$郑长宇! 既然你没有动

手! 你的拐杖上怎么有被害人

的血迹'%

郑长宇慌乱地回答道&$那

是他俩拿去的"%

$既然是他俩拿了你的拐

杖!没有拐杖!你路都走不好!

那怎么去街上买早餐呢'%

'"$!

年
%

月
'$

日! 郑长

宇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信阳市中

级法院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

年
!

月
'*

日! 郑长宇被

依法执行死刑"

思路一变天地宽
!

王苏燕

$这个案件的办理过程具有典

型性!特别有讨论和研究的价值"%

,

月
$,

日! 在江苏省江阴市检察

院青年干警业务讨论大会上!侦监

科干警承林峰将一起盗窃案的办

理过程通过主题发言的形式向大

家作了介绍!并与大家展开交流讨

论"案件虽已判决!但这起看似简

单的$监守自盗%案件为什么会让

承办人难以忘怀'关键就在于盗窃

金额到底是
!

万元还是
!"

万元的

认定"

'"$%

年
,

月! 承林峰办理了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批捕的一起普

通盗窃案&

%,

岁的犯罪嫌疑人王

萍从
'"$$

年
$"

月起连续三年在

江阴市某大型水产店专职负责日

常财务工作! 趁老板娘在外忙着

送货! 利用偷配的钥匙盗窃店里

的营业款! 整个案件的焦点最后

集中在盗窃的具体金额! 嫌疑人

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盗窃了
!

万

元! 而被害人报案称损失了近
)"

万元"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执一

词!而且数额相差二十几倍!究竟

是被害人虚报了自己的损失 !还

是犯罪嫌疑人没有说出实情'

为了弄清楚实际盗窃的金

额!

'"$%

年
,

月
$!

日! 承林峰第

一次去看守所提审了犯罪嫌疑人

王萍"

$你是怎么偷钱的'% 承林峰

单刀直入展开讯问"

$老板娘经常出去进货送货!

有一天把钥匙忘记在收银台了 !

我就先把店里的监控关掉! 然后

用钥匙打开收银台抽屉抽走几百

元!再把监控重新打开!那次老板

娘并没有觉察! 以后只要有这样

的机会!我就会偷一点点钱!我前

后一共就偷了
!

万元! 真的就
!

万元 "%果不其然 !王萍并不否认

自己盗窃的事实! 但自始至终一

口咬定只偷了
!

万元"

承林峰知道再怎么问盗窃的

具体金额!王萍也只会和在公安阶

段作的供述一样!死咬着
!

万元不

会松口"此时!承林峰决定绕开盗

窃金额!了解王萍盗窃的动机"

$因为儿子大学毕业后想留

在北京工作! 开销比较大! 到了

'"$%

年
'

月为了方便偷钱! 我偷

偷配了一把收银台抽屉的钥匙 !

之后老板娘因为怀疑我才偷偷地

安装了另一个监控!我才被发现!

可那次我真的只拿了
$$""

元 "%

王萍突然情绪激动地回答"

第一次提审结束后! 承林峰

感觉办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目

前证据比较单薄! 除了有监控录

像证明的一次! 其余的盗窃事实

就只有王萍自己的供述证实 !如

果简单地依据王萍的供述! 认定

盗窃金额
!

万元批准逮捕! 就会

存在王萍庭上翻供的风险! 更可

能导致被害人损失无法挽回 !该

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思考! 承林峰转变

了办案思路! 假定老板娘报案所

称的损失是真实的! 那么王萍肯

定会把这笔钱藏在一个地方!对(

应该去银行查账(

由于批捕阶段时间有限 !承

林峰马上赶到银行调取了王萍的

银行卡账户信息! 银行明细单显

示!王萍的银行卡从
'"$'

年
*

月

开卡后每隔数月就有数万元入

账! 累计至案发! 账户余额有
&,

万余元! 这明显超出王萍的收入

水平"于是!承林峰再次到看守所

提审王萍"

$你的工作还算体面!儿子远

在北京!又刚刚开始工作!你难道

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承林峰看出

她内心很矛盾就继续发问&$那么

请你解释一下!你银行卡上
&"

多

万元是哪里来的"%检察官亮出了

最有力的证据"

王萍明显吃了一惊!但是马上

回答&$这些都是我做生意挣的"%

$做什么生意'我们可以马上

去核实"%

王萍低头思考了很久开始道

出了实情&$好吧! 我承认偷了不

止
!

万元!钱都存在这张卡上!但

是检察官! 这张卡上也有我多年

的积蓄! 并没有老板娘说的那么

多!大约其中存款的一半!也就是

!"

万元!是我从水产店偷来的!我

愿意把钱都退出来! 请对我从轻

处罚"%

承林峰马上联系了公安机关

的承办民警! 将王萍的供述通过

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固定下来 !

同时将本案的情况向领导进行了

汇报!经过慎重讨论!在被害人同

意和解的基础上!

'"$%

年
,

月
$&

日! 对王萍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

决定"

'"$,

年
'

月
$&

日!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鉴于王萍系初犯!已

退赔全部赃款!取得被害人谅解!

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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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靳艳霞 整理!闵丽娜

有人说!公诉工作是一项充满斗争的检察工作!也是检察

机关的一项门面工作! 而公诉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检察机关

的形象代言人# 对我而言! 尽管只是短短两年的独立办案经

历!却深深地体会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真正内

涵!努力让自己遵从内心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践行案件办理中

不放过一个细节的诺言#

那是我办理的一起非法运输爆炸物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

经人举报非法运输爆炸物!行车途中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卷

宗显示!李某先后有三次供述!其中两次有罪供述!一次无罪

辩解#

李某的供述前后矛盾!凭直觉!其中必有隐情#

两份内容一致的供词中李某供述! 其从外地购买爆炸物

后准备卖给他人$无罪供词中!其辩解说!车上的六箱爆炸物

是在出车回程途中下高速路后在路旁捡来的! 发现是爆炸物

品后!就准备送缴至派出所!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被查获#其中!

有罪供述的两份供词分别在查获时和被刑拘时! 而无罪辩解

的供述时间显示在逮捕后#

)他为何翻供!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带着疑问!我继

续翻阅卷宗#

根据李某供述!其行车来回都途经高速公路#如果李某所

说爆炸物是其)下了高速路后在路旁捡到的*属实!那么他驾

车经过同一高速路口的车辆重量应该一致#

按照法定程序!我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他们

补充李某当天驾车出入高速时的车辆重量!并做侦查实验!同时

进一步核实爆炸物品的来源!以及李某所从事职业的情况#

案件经过了两次补充侦查!证据显然详实了很多!也更加

扎实#李某私自经营一家铝石矿!而公安机关查获李某时的位

置恰巧就在铝石矿的附近$ 李某途经的永登高速公路路口地

磅及公安机关驾驶案发时李某所驾驶车辆侦查实验证明!其

在同一高速路口处地磅显示的重量相差
$%%

公斤! 证明了李

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供述的真实性#

我再次走进看守所")现在!能够挽救你的!只有自己#*

)我说实话#*李某对其犯罪事实作了详细的供述!爆炸物

是他购买的!他家铝石矿上需要爆破#之所以翻供!是听说涉

嫌非法运输爆炸物罪不是个小案件!很可能会被重判!所以才

作无罪供述#

鉴于李某在法庭上的良好表现! 最终被依法判处了有期

徒刑三年#接到判决书!李某痛哭不已#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有多少人为了利益铤而走

险! 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却不知留下的任何一个蛛

丝马迹!正是公诉人维护公

平正义道路上的突破口#

"作者单位!河南省禹

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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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进入章子车岭林区调查林木被砍伐的实况

公诉人邹涛出庭支持公诉!所示电线为郑长宇杀人时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