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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青涩献给“你”

初次提审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

钱泓成

成为一名检察官一直是我的梦想! 站

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代表国家权力提起公

诉! 那种正气凛然" 英姿飒爽! 想想都让

人热血沸腾#

!"#$

年! 梦想成真! 我成为吉林省梅

河口市检察院的一员$ 进院后! 我被分配

到侦查监督科$ 一天! 科长拿了本厚厚的

卷宗给我! 打开一看! 心怦怦直跳%%%一

起故意杀人案$ 我既兴奋又害怕! 责任重

如山啊$ 我深吸一口气! 开始翻看卷宗$

看完一遍! 脑子晕乎乎的! 好像记住

了许多东西又好像什么都没记住$ 有些晕

血的我脑海里留下的几乎就剩下几张血淋

淋的照片了$ 我定了定神! 开始第二遍看

卷! 同时在纸上记下重要的供述& 证言等$

这次我对案件有了进一步了解' 犯罪嫌疑

人苑某的妻子与他人有染! 苑某多日跟踪

证实后! 十分恼火$ 案发当日苑某喝了不

少酒! 持刀当街对妻子及其情人行凶! 致

一死一伤! 事发闹市! 影响恶劣$

接着! 是我人生第一次提审$ 回想影

视剧里看到的讯问场景! 我又是一阵紧张!

一遍遍地默念着 (我们是检察院的办案人

员)* 当警察将犯罪嫌疑人带到讯问室时!

我愣了一下! 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想像中的

凶神恶煞* 苑某个子不高! 体形偏瘦! 眼神

暗淡* 我稳了稳神! 装作老练的样子介绍了

一下自己! 按照程序宣读了权利义务告知

书* 那会儿自己紧张得嗓子发干+ 脸发红$

没想到! 苑某很配合!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他说自己平日里老实巴交! 常被欺负!

发现妻子出轨后十分气恼$ 那天借着酒劲想

杀死妻子的情夫! 没想到在厮打中杀害了妻

子$ 我如实记录后! 刚要打印! 突然想起这

是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还需

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我耐心地跟他讲了法律

的相关规定! 并说明我们一定会公正办案!

也会保护他的合法权利$

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 ! 我感慨万千 !

这是第一次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 第一次

感受到生命与法律碰撞$

如今! 我已经办理过很多案件! 但仍

没有忘记这个案子! 不仅时常想起自己当

时的稚嫩! 更多的是想起当时的触动$ 一

个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会接触到很多案件!

案情林林总总! 当事人形形色色! 不变的

报到那一天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

马桂香

#%%&

年! 我被分配到青海省西宁市城

东区检察院$报到那天!我早早来到单位!看

到一位清瘦的老同志在拖地!不知怎么称呼

他!便抢过他手里的拖布忙了起来$等大家

陆续走进办公室!我刚好拖完了楼道$怀着

忐忑的心情! 我敲开检察长办公室的门!这

一下吃惊不小!早上那位擦地的老同志居然

就是检察长潘迎和,

检察长看到我! 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像

父亲一样问长问短$随后!他打了一个电话!

不一会儿一位精干的中年人走进来$检察长

介绍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 交给你!你

要好好带,) 接着对我说'(这是起诉科李科

长!你跟着他办案!以后他就是你师傅,)

跟着师傅走进办公室! 找到我的办公

桌!师傅指着桌上的几页纸说'(这是咱院的

规章制度!认真看看$)过了一会儿!师傅又

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卷宗'(这是一起强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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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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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编辑 高歌 校对 赵 鹏

从校门到院门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

赵庭倩

去年
%

月!我通过选调生考试进入福建

省福清市检察院工作$ 法学专业毕业的我!

以为只要学好法律就能做好工作!直到第一

次与来访群众面对面打交道后!才认识到自

己当初的想法有多幼稚$

那是我刚到控申科不久!一天!一群情绪

激动的人走了进来! 一进门就七嘴八舌说个

不停$好不容易!我弄明白了情况$原来!陈某

的妻子因为将婆婆打成轻伤被逮捕! 陈某认

为这是家庭内部矛盾!自己能解决!便动员了

一些村民到检察院上访!要求放人$了解情况

后! 我向他们讲解了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罪

的相关规定!谁知不但没有给现场(降温)!众

人听后反而越说越激动!秩序更乱了$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立即向科长汇报$

(来!大家先喝茶!有事慢慢说$)科长温

和地对众人说$详细了解了陈某的诉求和理

由后! 科长说'(你反映的情况我记下来了!

核实清楚后!会给你一个答复$)科长这句话

就像一颗定心丸! 众人情绪平复了不少!表

示愿意等几天$

$

天后!陈某又来了$科长耐心地给陈

某解释'(情况我们了解清楚了!你的心情我

们也能理解$但是!你妻子的行为确实涉嫌

故意伤害罪!这有司法鉴定意见!如果你对

鉴定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这类案子!

我们在审查批捕时!考虑过家庭成员之间这

种特殊关系!但不捕是有条件的!比如你妻

子认罪了!也得到你母亲的谅解!双方达成

和解$可现在!条件不具备$)科长将法理和

情理娓娓道来$

听完科长一席话!陈某若有所悟!沉思

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我应该做好她们双

方的工作! 让我妻子真心向我母亲道歉!取

得她的原谅!这才能得到从宽处理$)送陈某

走后! 科长要求我与该案的承办人联系!一

起深入案发地!找出双方矛盾的根源!以便

尽快促成和解$

这是我从事检察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

群访情况$虽然目前案件还没有办结!但科

长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给了我很大启发!也让

我这个从家门&校门到检察院的年轻干警懂

得 !只有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了解社情民

意!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才能让人民群众从每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张仁平整理#

第一篇小稿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

姜斌贝

年关将至! 女儿掰着手指头盘算明年

几岁! 我看着她的认真模样忍不住哑然失

笑$ 转念一想! 这也将是我走上检察宣传

工作岗位的第
%

个年头了! 回想一路走来

的点点滴滴! 几多感慨涌上心间$

!&&'

年! 我进入迎泽区检察院! 被分

到政治处负责宣传工作$ 虽然从小就把铁

面无私的包拯& 刚直不阿的海瑞奉为偶像!

但对检察院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抓坏人& 查

贪官的层面$ 怎么宣传- 我脑子里一片空

白$ (检察宣传工作与一般新闻宣传工作

不一样! 有着更高的要求$ 它既是塑形象

的 .喉舌/! 更是传民意的 .桥梁/! 是保

证人民群众知情权+ 监督权+ 参与权的大

事* 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将公开+ 公正+ 严

谨+ 规范的要求深入骨髓*) 当时! 听完同

事这样一番话! 我更紧张了! 这样高标准

的工作! 我能做好吗-

直到写第一篇稿件! 我渐渐开始领悟了*

那是一篇关于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巡回

展的稿子! 很吃力地写完后! 我把稿件拿

给主任审阅* 主任看了一下! 当即用笔在

稿件上勾出几个错别字! 我当时羞得想找

个地缝钻进去* 主任仔细审阅后把我叫到

办公室! 说' (小姜! 稿件内容角度抓得

不好! 结构混乱! 也没有能够吸引读者的

亮点00回去再琢磨一下*)

拿回被改得像 (蜘蛛网) 一样的稿子!

我沮丧到了顶点* 坐在办公桌前! 我闭上

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 心里对自己说' 沮

丧不能解决问题! 想想怎么改吧* 我开始

回想主任的话' 抓角度+ 找亮点, 我再次

拿出材料! 仔细研读* 刚开始还是毫无头

绪! 我便找出之前同事写的稿件一遍遍地

看! 渐渐地有了思路* 这次! 我从案例入

手展开文章! 通过讲述案件主人公的蜕变

过程! 提醒读者时刻绷紧预防这根弦* 顺

着这个思路写下来! 稿子生动了不少* 写

完后! 我认真地检查了三遍! 才再次把稿

子拿给主任审阅* (有点儿模样了! 不过

还需要润色一下* 写稿子时心要静! 心静

思路才能清晰! 心静才能注意到细节! 只

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稿子*) 主任说*

这是我第一次写检察新闻! 也是我第

一次深入了解检察工作 ! 对很多人来说 !

这可能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 但对我来说

却意义深远*

从那开始! 通过研读报纸+ 参加培训

等方式! 我认真研究起了新闻写作的艺术*

只要院里有活动! 我便抢先揽写稿子的活

儿! 写好后向领导+ 同事请教! 一遍一遍

地修改! 看着一篇篇变成铅字的稿子! 心

中幸福感满满* 几年来! 我已在各级媒体

上发表过
(&&

余篇文章! 文章获过不少表

检徽的启示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

池炳杰

(你的形象也是我们检察院的形象00)

如今! 进入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检察院工

作已经
)

年有余! 但我仍然清晰记得副检察

长刘彦霞在我第一次参加调研工作时对我说

的这番话*

!&#&

年!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达拉特

旗检察院! 被分配到办公室工作* 上班第二

天! 分管检察室工作的副检察长刘彦霞通知

我'(准备一下材料! 过会儿随我下乡调研检

察室工作* )出发前!刘彦霞突然叫住我'(小

池!你过来!检徽有点儿歪!来!我给正一下* )

(检徽不就别在这个位置吗- )我反问道*刘彦

霞微笑着说'(对!是别在胸前!但是具体的位

置也有讲究00) 她一边帮我纠正检徽一边

说'(咱们下乡调研! 不仅要了解基层的实际

情况!还要把检察形象宣传出去!我们的言行

都代表检察院!因此!你的形象也是我们检察

院的形象* )听到这!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我们在村书记的带领下走村入户!走进

一家贫困户!看到熏黑的墙壁+窗户上破碎玻

璃处贴着的塑料布+ 土炕上破了几个大洞的

油布00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女主人看到生

人!竟然躲到了炉子旁边!呆呆地看着我们*

通过了解得知!女主人智力残障!基本没有劳

动能力* 男主人说!妻子是从外地娶回来的!

自己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办户口!所以妻子的

户口一直无法迁移过来!这样一来!就无法享

受当地的帮扶政策*虽然向村里反映过情况!

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听到这儿! 刘彦霞

走到炉子旁! 拉着女主人的手! 轻声细语地

和她唠嗑* 慢慢地! 女主人不再害怕! 还结

结巴巴地说起家里的琐事! 时不时还露出了

笑容*

了解具体情况后! 刘彦霞当即决定通过

检察室帮助这家人*随后!我同检察室的杨主

任一同帮助女主人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和残

疾人证!让她享受到了残疾人每年
(&&&

余元

的补助!一家人的困境得到缓解*这家人由此

成了我院的帮扶户! 院里每年都给他们送去

穿越35年
海南省昌江县人民检察院

洪景春

!$

岁到
)(

岁! 是我收获颇丰的
$)

年!

也我是人生最宝贵的
$)

年 * 回想这些年

的苦乐酸甜! 尤为欣慰的是! 我能走进海

南省昌江县检察院! 能成为一名检察人*

#%(&

年
!

月! 刚从广东民族学院毕业

的我! 被分配到昌江县检察院工作* 记得

当时拿着调令 ! 我是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

小心翼翼地走进昌江县检察院的* 见到我!

检察长戴熙非常热情! 把全院十几个干警

召集起来! 逐一介绍给我认识* 现在! 我

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 (咱们院里条件艰

苦! 十几个人要挤在一间从法院借来的办

公室里! 外出办案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旧

吉普车和
)

辆自行车00我们很穷! 耐不

得寂寞+ 守不住清贫的人! 在这是干不下

去的 * 所以 ! 我对到大家的要求很严格 !

记住! 铁的纪律必须无条件遵守*)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时的情景记忆犹

新* 说起对干警的严格要求! 有一件小事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也正是因此让我明

白了作为一名检察人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

如今已经退休的海口市检察院原副处级干

部邱大姐!

$)

年前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姑

娘* 一次! 邱大姐和同事到海口市调查取

证期间! 找个空闲溜出去烫了头发* 检察

长戴熙得知后 ! 对她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

(办案期间办私事是违反纪律的! 作为一名

检察人员! 你不仅代表着自己! 也代表着

院里的形象00) 听着这话! 当时邱大姐

羞红了脸! 眼泪差点儿没流出来* 从那以

后! 院里再也没有干警在办案期间办私事*

虽然严格的纪律看似不近人情! 但却

带出了一支素质高 + 能力强的队伍 * 后

来! 建院初期的干警中! 有
(

人先后被提

拔 ! 有的做了基层院的检察长 + 副检察

长! 有的调到省院+ 市院做了处长*

暮年回首 ! 从检
$)

年 ! 先后做过批

捕+ 公诉+ 纪检工作! 说实话! 有时候真

的会觉得辛苦+ 枯燥! 但对检察事业的热

爱始终支撑着我* 很荣幸自己能够为保一

方平安+ 为法治建设出了一点儿微薄之力!

也无愧于自己当初的承诺*

"李轩甫整理$

珍贵的合影
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 陶 勇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储着一个

温暖的片段! 无论时间怎样流逝都不

会模糊"

前几天! 到同事家做客! 在他的

影集里翻出一张
#%%)

年
)

月的合影 #

全院检察干警身着橄榄绿制服排成四

排! 几个胸佩大红花的干警坐在中间"

瞬间! 回忆涌上心头$$

#%%)

年 %五一& 刚过! 我院接到

通知! 全国模范检察官宣讲团要来安

顺" 作为一个检察新兵! 能见到全国模

范检察官! 我非常激动"

)

月
%

日! 我

院召开全院干警大会! 模范们来了"

听着台上先进模范们的报告 ! 台

下的我激情澎湃" 大家在同样的工作

岗位! 做着差不多的工作! 尽管参加

工作时间短! 但对在办案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阻力也有所了解! 对取证的艰

辛也并不陌生! 而他们却能克服各种

困难取得一流的成绩! 着实让人佩服"

他们精彩感人的事迹! 打动着在场的

每一个检察干警"

报告会结束后! 全院检察干警宣讲

团成员合影留念! 定格下珍贵的瞬间"

你先看!有问题就问我*)

案卷显示!案发当晚!从农村到城里打

工的被害人刘某遇到表哥于某!俩人站在街

边聊了一会儿!由于天气寒冷!刘某冻得瑟

瑟发抖! 于某提议到他住宿的宾馆继续聊!

刘某同意了*进入宾馆房间后!刘某被于某

等人强奸*不久!于某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件移送到城东区检察院!由师傅负责

审查起诉*而此时!刘某改变了报案时的态

度!说案发当时自己是自愿的!并一再强调

自己与表哥是青梅竹马的恋人*面对刘某前

后矛盾的陈述!师傅告诉我'(这起案件必有

隐情!咱们再找被害人问问*)

穿着袒胸露背的衣服! 嘴里嚼着口香

糖!脸上浓妆艳抹!身上散发着劣质香水的

刺鼻味道!看到这身装扮的刘某!我心中满

是疑问*师傅交代我作记录!他负责询问*面

对师傅一步步地追问!刘某渐渐意识到法律

不是儿戏!哭着说出了实情'自己是迫于家

里人的压力!才打扮成这样!好让人相信事

发时她是自愿的*

送走刘某后! 师傅告诉我'(在强奸案

中!经常会遇到被害人推翻报案时说法的情

形*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耐心

地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让其放下顾虑!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还原案件真相,)

随后!我和师傅通过走访案发宾馆+询

问相关证人+搜集相关物证!最终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案件提起公诉后 !在法庭上 !

各犯罪嫌疑人面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

实!均表示认罪服法!法院依法作出了有罪

判决*

那以后!我跟着师傅办了很多案!也学

会了很多办案技巧!但至今刘某浓妆艳抹的

模样我都记得! 因为那是自己第一次办案!

第一次对检察工作有了深入了解*

彰奖励*

写到这里! 我深深觉得! 从踏进检察

院大门到现在! 岁月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为

这份工作付出了多少! 而在于我收获了多

少* 虽不在办案一线! 但握好手中笔! 我

就能散发正能量,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还积极鼓励他们发展

养殖业*

!&#)

年!再见到这家人!看着他们充

满信任的目光!对于
)

年前副检察长刘彦霞

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是我们办案中的察微析疑+ 审慎细致! 唯

如此! 才能公平公正*

欢乐迎新春 青春篇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