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执法，展现柔情一面

检察官讲课不一般

在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丰宁满族自治

县涉及安全职责的22个重点单位一起走上街头，以

“当好首都护城河，国家安全我有责”为主题，开展

了“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发

放宣传单、现场咨询等形式，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图为网信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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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强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晓燕

带领“小未姐”团队走进武强中学，参加了武强中学

2017级成人礼仪式，送去了对学生们的青春寄语与

美好祝愿，用特殊的法治方式与同学们一起回顾成

长，致敬青春。 刘金英 闫芳 摄

检察院未检处的主业是办

案，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由于工作原因，裴丽艳不可

避免地要接触到一些惨烈的恶

性事件，正是这样的事件，让她

的内心变得既坚硬又柔软。坚

硬是对那些伤害孩子的人，必须

要严惩，柔软则是对孩子们母亲

般的呵护。

2017年9月，刚满16周岁的

犯罪嫌疑人小魏（化名）进入了裴

丽艳视线。

母亲去世后，小魏随父到

石打工，因涉嫌盗窃罪被逮

捕。裴丽艳有一次到看守所了

解案情，此时天气转凉，她发现

小魏还身穿单衣。开庭时，小

魏穿着一套借来的棉衣。小魏

父亲嫌他不争气，没给他寄钱、

送棉衣。

这些细节，裴丽艳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怎么办？孩子都

这样了，不能再没人管。”裴丽艳

掏钱给小魏买来棉衣送去。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裴丽艳

了解到，小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和家庭教育的缺失、父母关爱的

缺乏有很大关系。在见到小魏父

亲时，裴丽艳当场指出他的过错

和问题，一方面训斥他积极赔偿，

另一方面要履行监护职责，做一

个合格的父亲。

临近春节，小魏要出狱了，魏

父担心车票不好买，早早给自己

订好了回家的票。裴丽艳严厉指

出魏父的私心，并要求一起去接

孩子。

出狱的那一刻，看到等候在

大门外的裴丽艳，小魏两行热泪

涌出，“检察官妈妈，能抱抱我

吗？”话刚说完，裴丽艳就把小魏

紧紧搂在怀里……

像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在和孩子们打交道中，裴

丽艳付出了大量心血，但一个

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裴丽

艳又往前迈出了一步，在办理

个案外，她还注重发掘社会资

源和专业力量，打造由“检察机

关＋共青团＋法援律师＋社

工＋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帮教

机制，推动构建未成年人社会化

综合保护体系进一步发展。这

使得很多误入歧途的孩子们从

中受益。

在别人看来，裴丽艳的付出

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范畴，有时

候还会费力不讨好，但是裴丽艳

却甘之若饴。对从事未检工作的

裴丽艳来说，最高兴的时候，就是

看到浪子回头的那一刻，她会感

到特别欣慰，这种快乐是别人体

会不到的。

她常说：“做孩子们的指路明

灯，护花使者，是我的责任和使

命，我无怨无悔。”

裴丽艳是一个普通的未检

工作者，现实中，正是像她一样

无数个未检工作者恪守职责，孜

孜不倦地奔跑奋斗，守护在孩子

们身边，孩子们才能健康茁壮地

成长。

“未检妈妈”和她的两万个“孩子”
□记者 蔡洪坡 添月 李相伯

在石家庄活跃着一个团队，这个
团队几乎每周都会到中小学为孩子们

送上一堂法治课。授课者深入浅出、轻松诙谐
的授课方式广受好评，她们的授课被称为“最
接地气的法治课”。

这个团队的发起人为石家庄高新区检察
院未检处处长裴丽艳。3年来，裴丽艳和她的
团队为超过2万个孩子上过普法课。

裴丽艳看似内敛文静，实际工作中，却能
够刚柔相济，以一片赤诚之心，在爱和法的道
路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作为一名为孩子们
护航的检察官，孩子们健康成长成为裴丽艳最
大的心愿。

“泳衣覆盖的区域是个人隐私，不能让别人看，也

不能摸。如果有人对你说，我不看你的隐私，那你看我

的隐私怎么样？这当然也是不行的，对不对？”

4月24日下午2时许，石家庄高新区北豆小学一间

大教室内，一堂法治课开启。

面对提问，底下的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大喊着“对”。

讲课的不是学校老师，而是高新区检察院的两名

检察官，高新区检察院未检处处长裴丽艳和另外一名

青年检察官庞悦。

未检处是专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部门，

未检处的检察官们也常被视为未成年人的守护者。裴

丽艳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2013年12月份，裴丽艳开始出任高新区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

“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这就是你的使命，你的责

任。”至今，裴丽艳还牢牢记得并始终在践行高新区检

察院检察长宋庆绵对她的嘱托。

为了给青少年成长护好航，裴丽艳下了很大一番

功夫，收获也颇丰。她一手创立了“悦课堂陪你成长”

的未检品牌，组建了包括青年检察官、法官、律师在内

的普法队伍——“法熠新新团队”。

如今，“法熠新新团队”在石家庄乃至我省已经有

了很大影响力，成为一张为青少年普法的靓丽名片。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和性侵女童事件屡发，引发

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些问题成因复杂，解决、预防起来

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作为相关职

能部门的负责人，裴丽艳感到十分痛心，她必须得行动

起来，用好用足手中的检察利剑。

去年，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了“1号检察建议”，按

照最高检统一部署，省检察院向省政府转交了“1号检

察建议”。

紧接着，为落实“1号检察建议”，全省检察机关开

展了大规模送法进校园活动，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督促学校落实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安全的

校园环境。

事实上，这些年来，裴丽艳一直活跃在校园讲堂

上，“去年我们‘法熠新新团队’共计授课64次，有时候

一周两三次。今年以来，也授课近20次了。”裴丽艳带

着团队跑遍了高新区所有的中小学，还常被其他学校

邀请过去授课。

检察官站上了小学讲台

自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一批隐藏在政法系

统中的“保护伞”纷纷落马。本

应是捍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铁拳头”，却在金钱与利

益的诱惑下，沦为黑恶势力的

“保护伞”。这些阻挠查处的幕

后黑手，罔顾党纪国法，助纣为

虐、肆意妄为，必须彻底清除、

绝不姑息。

有黑必有伞，是常识，后面

没伞，黑恶势力恐怕一天都生存

不下去。即便成员众多、强悍的

黑势力团伙，一般来说，只要投

入一两个大队建制的警力，就完

全可以将其除掉。黑恶势力不

同于藏在暗处的恐怖组织，而都

是公开作恶。比如，哪个地方有

几伙“社会人”、“大哥”是谁，分

别垄断哪些地段、哪些行业，当

地老百姓都知道，说有关部门不

清楚，绝不合理。而正因为有关

部门、一些执法者假装“不清

楚”，黑恶势力才可能公开作恶

并一步步做大。

这个语境下，“隐藏在政法

系统中的保护伞”成为这一轮扫

黑除恶斗争的关键词，矛头指向

十分精准。而这对于某些地方

和部门存在的认识不到位等问

题，应该是一种提醒：不论是“扫

黑”，还是“打伞”，都应严格依法

办事，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精神，

避免跑偏。

此前曾有报道，山东某县

的“扫黑除恶打伞”斗争中，查

获的保护伞中有县人民医院

院长，罪名是，其在 2015 年担

任医院病房楼项目基建组组

长期间，明知吴某某黑恶势力

采用寻衅滋事等方式逼迫原

中标公司退出工程建设、意欲

承揽该工程的情况下，仍与原

中标公司签订背离施工合同

实质内容的虚假协议，由吴某

某 实 际 建 设 ，纵 容 其 抢 夺 工

程。有网友质疑，一个医院院

长，拿什么保护黑恶势力？如

此“深挖保护伞”，是不是有些

跑偏？

此外，一些恶势力之所以敢

于经营高利贷业务，靠的就是暴

力催债，底气是有“伞”罩着。少

数公安干警关闭群众举报的“前

门”，却打开了为犯罪分子开脱

的“后门”。这种做法还被隐藏

在法院系统的“保护伞”们一再

复制。

现实中，老百姓见惯了报警

无效，而恶势力有恃无恐，甚至

被抓一段时间后就会放出来的

情况。遗憾的是，一些恶势力被

铲除后，那些给恶势力“开后

门”、给百姓“关前门”的执法者，

往往少有见光。

这一轮扫黑风暴，民众的反

响之所以与以往不同，除了扫黑

斗争的广度更大，更因为，斗争

的深度前所未有，“打伞”问题被

置于跟扫黑同等重要的位次。

而公众舆论则热切期待，能够再

挖出更多更深的“伞”，特别是那

些阻挠查处恶势力、阻挠挖伞的

幕后黑手。

说到底，“扫黑”与“打伞”属

于同一项工程的两个部分，扫除

多少黑恶势力，就应有相应的保

护伞到案。只有深挖出恶势力

后面的保护伞，才可能彻底铲除

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有黑必有伞“扫黑”必“打伞”
□马涤明

本报讯（通讯员李立惠）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开展规

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增

强大局意识，落实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认真查改，积极

推动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近日，该院依法妥善处置

完毕一批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社会关注度较高的

重大敏感执行异议案件。

该院主要做法包括：一是树立大局意识，积极主动

出击。该院领导高度重视，预先研判，提前介入，了解案

情，赢得群众的理解和尊重；二是创新工作方式，司法公

开便民。创建与众多案件当事人方便联系沟通的微信

工作群，实时发布法院官方工作动态，树立法院公正阳

光司法的形象；三是统一审查尺度，严把法律原则。学

习借鉴兄弟法院先进经验，统一研究制定不同案情的裁

判规则，坚守法律底线；四是做好释法析理，明确救济途

径。耐心细致地向各方当事人讲明裁判理由和法律依

据，并着重指明法律规定的后续解决渠道，切实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

审慎稳妥处理涉众执行异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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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房子升级了，生态
旅游建设也火起来了”

家里的一排五间砖瓦房完

成了改造升级，随着村上的乡

村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李大娘

开的农家乐也已经有模有样

了。“最中间一间是餐厅。”李

大娘介绍，“我们这个小院子

的屋顶还特别做了花纹装饰，

餐厅有电冰箱、电风扇、电视

机，每间房装上了空调，基本

布置已经完成了。等村里的

特色商业街做起来了，我觉得

生意会不错，我还打算给我的

小院儿起个好听的名字，但是

还没想好。名字一定得响亮有

意义！”

骆驼湾村民任二红以前在

北京打工，现在在骆驼湾街道

旁开起了超市，“以前村里到

处破破烂烂的，现在都是新房

子。说实话，大家精气神儿都

不一样了。我前年从北京回

来，看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景

象，就决定不出去打工了，要

留在村里。”他告诉记者，“你

们也看到了，现在大家生活水

平越来越好了，主要是干劲儿

足了，想着挣钱，想着有更好的

生活。我开的这个小超市生意

也挺好。”

骆驼湾驻村干部、龙泉关

镇党委副书记黄文忠告诉记

者，“村民们由过去的揣着手

等、背着手看，变成了现在的甩

开膀子加油干。现在乡亲们不

仅房子新了，精气神儿也是新

的！现在的骆驼湾，不论是村

干部，还是致富能人、返乡人

员、大学生村官都在干事创

业。在骆驼湾村，大家都是创

新创业的能手。这样的骆驼湾

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上接第一版）
安置对象有权选择货币补

偿和房屋安置。选择房屋安置

的，安置对象在周转过渡期内，

给予周转过渡补助和取暖补助。

自安置房交付之日起，给

予物业费、电梯费补贴，对安置

对象给予口粮补贴。此外，对

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给予养

老保险参保补贴。

公告指出，自公告张贴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村民委员

会及农村村民有不同意见的，

可以向容城县自然资源局提出

具体意见。对方案有异议的，

可于方案公告之日起60日内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征地补偿、

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

的实施。

记者了解到，方案公告期

内，新区相关部门将动员驻村

干部深入每家每户进行政策解

读。同时，运用征迁安置数字

管理平台，全方位掌握征迁进

度，做好土地及附着物的确权

登记。

雄安新区正式启动征迁安置工作

“在你们心目中，和你们聊天

的网友是这样的（大屏幕上显示

出一张彭于晏帅气的照片），但实

际上，他却是这样的（一张《唐伯

虎点秋香》中抠着鼻孔的如花照

片放了出来）。”

“想恋爱吗，要坐牢的那种。

我是幼女，你伤害不起。”

……

课上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课堂上，裴丽艳和庞悦似

乎摸透了孩子们的心理，常常把

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

两位检察官讲得好，孩子们

积极性也非常高，每次互动回答

问题时，孩子们总是把手举得高

高的，生怕检察官看不见。

孩子们热情高涨，互动回答

精彩，原本计划40分钟左右的

授课，硬是拖到了70分钟。

讲课结束后，孩子们意犹未

尽，甚至还有孩子跑回教室拿了

本子再折返回来，要求裴丽艳和

庞悦为她们签名。

孩子们纯真无邪的举动，

也常常让裴丽艳和团队成员们

收获感动，“让我们觉得我们的

付出是有意义的，更加坚定了

信心，无论如何，得守护好孩

子们。”

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校园安

全高度重视，法治课、健康课都有

安排，学校老师们也常为孩子们

讲授相关知识。但是，在学校老

师看来，检察官们的讲课效果要

远远胜于学校。

“首先，检察官们穿着制服，

往讲台上一站，就自带威严，孩

子们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北豆小学五年级朱老师说，检察

官们专业知识丰富，能够深入浅

出，相比较而言，学校老师讲授

的法治课在深浅程度上难以把

握，以致于讲课时放不开，不够

生动。
▲ 授课结束后，一

名孩子请教问题。

记者 蔡洪坡 摄

（上接第一版）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抓好反馈意见整

改作为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程，以实际行动践行“四

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要全面彻底整改，对反馈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实行

项目管理、台账推进、挂账销号，以最严的标准、最硬的

举措，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

任不落实不放过。要举一反三，在更广范围、更多领域

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下大力完善体制机制，做到整改一

个问题、触及一类问题、消除一片问题，进一步强化安

全准入、风险预警、基层基础工作。要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守住安全红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逐级压实

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工作落实，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提升。

省领导袁桐利、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国务院安委会第三考核巡查组向
我省反馈安全生产和消防巡查意见

（上接第一版）行业监管方面突出问题等进行严督实导，

化解存量、遏制增量。要加快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处置进

度，坚持“一案三查”，落实联点包案机制，实现黑恶积案

清零、问题线索清零的年度目标。要坚持边打边治边

建，紧盯暴露出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健全长效机

制。政府系统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以重点

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为突破口，从源头细筛严查深

挖，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高质量深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