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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作为大学
生村官的任期结束，考入了
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成为了
刑事执行检察科的一名检
察官。从检十年来，我从经
手的一个个案子中，不断践
行着法治理念，感受着司法
温度，完成了从一名大学生
村 官 到 员 额 检 察 官 的 转
变。我见证了法律制度的
不断完善，在办案实践中，
亲历着检察权的运行一步
步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未
来的道路，我将伴着检察事
业继续成长。

亲历实践，见证
了检察权在阳光下
更好地运行

“积极做事，平和做人，
让我经手的每一个案件都
能体现公平正义。”是我在
工作中一直努力的方向。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们检察人守护公平正义
的权利也在不断完善。《刑
事诉讼法》修改后，第 93 条
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捕
后对案件的羁押必要性继续
进行跟踪审查的工作职责，
负责刑检工作的我们，在第
一时间对此进行了落实。

2015 年底，我办理的
一件案子中，犯罪嫌疑人于
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
新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6年1月，于某某的辩护
人以双方达成和解、取得被
害方谅解等为由申请变更
强制措施。收到申请后，我
便启动了对该案的捕后羁
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于
某某妻子患有癌症，家中有

两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
交通肇事后因家庭经济困
难未能及时赔偿，未取得被
害方谅解而被逮捕。此后，
于某某家属与被害方积极
协商，签署了和解协议书和
谅解书，但双方就和解协议
及谅解是否存在欺诈或重
大误解各执一词。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我
将该案的审查程序由书面
审查改为实质审查，以公开
听证的方式审查此案。经
过听取多方意见，综合全案
情况，最终认定和解协议及
谅解书真实有效，并向公安
机关发出了变更强制措施
的建议，于某某也在 2016
年春节前一天走出了看守
所大门。

正是有了羁押必要性
审查程序，听证会才得以召
开，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才得
以维护，同时提高的还有我
们审查的公开透明度和检
察机关执法办案的公信力。

从检十年，感受
到法律刚性的同时也
感受到了司法温度

2016年5月，我办理了
一起特殊的羁押必要性审
查案件。犯罪嫌疑人小赵
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发现有
先天性唇腭裂，无力承担巨
额治疗费的小赵一时糊涂，
和丈人老金合谋将刚出生
两小时的婴儿抛弃在一块
荒地的灌木丛里，好在有人
路 过 听 见 婴 儿 啼 哭 救 了
他。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小
赵和丈人被检察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婴儿也被送往福

利院。
妻子小金于同年6月向

新北区检察院申请变更强制
措施。基于该案的特殊性，
我们召开了公开听证会，听
取了多方代表的意见，综合
小赵家庭的实际情况，考虑
社会关系的修复和婴儿的成
长需要，依法作出变更强制
措施的决定，小赵和小金也
去福利院接回了宝宝。

到此，羁押必要性审查
已经结束，但是变更强制措
施后的小赵和老金表现如
何？宝宝有没有得到关心
和呵护？一个多月后，我和
同事来到小金家回访。映
入眼帘的是养得白白胖胖
的宝宝，狭小的出租屋收拾
的明亮整洁，小赵和老金也
找到了工作。同时，在我院
干警的帮助下，宝宝得到了
北京嫣然天使基金会的救
助，已经在 2017 年免费实
施了两次唇腭裂修复手术。

在我看来，审查一起案
件对于我们办案人员来说
也许只是完成了一项本职
工作，但对于当事人来说，
往往案比天大，我们如果能
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可
能结果会有所不同，当事人
对法律也会有新的感官和
认知。于检察人而言，实现
司法公正的同时体现法律
的温度，也是我和同事一直
在致力于做的事。

岗位转换，面对
挑战依旧步履坚定

不久前，因工作需要，
我被组织上调到民事行政
和控告申诉检察部，开始负
责控告申诉工作，面临的是
又一轮新的考验和挑战。
我明白控申工作相较于刑
检，需要接触各种各样带着
疑问和情绪来的来访群众，
不再单单是看卷宗办案子，
更多的是需要学会如何去
与人沟通交流，怎么用简单
易懂的语言说清一条条法
律规定。

让我开心的是，刚到新
岗位没几天，我进入角色的
速度比想象中要快不少，
成功化解了一起涉法涉诉
矛盾。希望未来我能坚守
着 对 检 察 事 业 的 这 份 热
爱，继续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在控申工作中和检察
事业共成长。
新北区人民检察院 包云萍

从检十年，感受法律刚性与司法温度

请人当托，合伙演戏，在路
边售卖假古玩已经是老骗局
了，可依旧有看不出门道的外
行人上当。今年 5 月，陈大妈
和老伴就在回家路上经人忽悠
后，花 1100 元买了个“清代白
玉砚台”，回家后经女儿提醒才
知道被骗。日前，骗了陈大妈
的王某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移送钟楼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今年 5 月 29 日中午，陈大
妈和老伴步行路过清潭路时，
看到两个老头、一个老太和两
个中年男人，一群人围着一个
农 民 工 讨 论 着 什 么 ，很 是 热
闹。驻足听了一会，才弄清楚，
原来这三方人在争相要买农民
工手上脏兮兮的白玉砚台。农
民工出价要 2000 元，但是他们
的钱都没带够，都想把这个农
民工带回家拿钱。

这时，其中一个男的还拿
了根头发放到砚台上烧，说只
要是真玉，头发就烧不断。结
果实验过后，头发果真没断，在
场的人又闹哄哄地争着要买起
来，一旁围观的陈大妈和老伴
也动心了。和农民工讨价还价
后，对方说最少也要 1200 元。
于是，陈大妈就提出回家拿钱，

让老伴在原地等。和农民工说
好后，她立马回家取了钱，给了
农民工，并从对方手上把编织袋
连同砚台一起带回了家。直到
晚上女儿回来听了他们的经历，
告诉她砚台肯定是假的，他们被
骗了，陈大妈才报警。

6 月 14 日，诈骗前科人员
孙某某向新闸派出所民警举报
称，王某等人在常州地区使用
树脂砚台冒充玉砚台卖给受害
人，诈骗受害人钱财。民警进
行网上研判，发现钟楼公安分
局接报过一起类似诈骗警情。
经串并，民警发现今年 4 月至 6
月期间常州市范围内接报多起
类似警情。经研判比对，民警
发现王某、徐某等人有重大作
案嫌疑，遂立案审查。（文中涉
案人物均为化姓）黄敏 尹梦真

路边卖“玉砚台”
老骗局还是有人上当

从美术生自学软件开发，
到凭借天赋一跃成为行业翘
楚，他曾担任过多个地区重点
项目负责人，却最终抓错“商
机”，用涉黄直播让自己陷入泥
潭。近日，武进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罪对嫌疑
人陈某提起公诉。

今年 3 月初，一款名为“微
笑女郎”的手机软件引起了警
方的注意。该软件平台几乎24
小时不间断直播，白天收看人
数并不多，但到了晚上 7 点至
凌晨 7 点之间，点击率暴涨，直
播内容完全没有限制，存在大
量淫秽表演，而且吸纳会员众
多。通过相关部门的技术合
作，民警对直播平台的虚拟身
份 落 地 查 证 。 经 查 实 ，该 款
APP 的幕后运营团队落脚点就
在武进某大型综合商业楼 9 楼
的一间房内，系一个网络公司所
在地。很快，公司负责人陈某以
及多名涉黄主播落网。5 月 18
日，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淫
秽表演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陈
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经调查，39 岁的陈某虽为
“半路出家”，却是个自学成才
的软件开发高手。2016 年 10
月，他设立了江苏微笑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成为该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并于 2017 年 11 月
自行开发直播软件“微笑女郎”
上线。用户只要花费 10 元，就
可注册成为平台会员，而后可
以在“大厅”观看一些普通的或
者打着情色“擦边球”的直播视
频。“直播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看，但群播就不一样了，需要通
过积分进入，也就是所谓的‘刷
礼物’。”陈某交代，“大厅”内开
设了多个群播房间，由网络主
播在“窗口”对会员进行色情引
诱，会员只要支付 50 元送上一
辆“虚拟跑车”，便可进入房间
与主播互动，观看露骨的淫秽
色情视频。在此过程中，会员
还可以继续购买虚拟的“咖啡”

“鲜花”和“跑车”等礼物打赏主
播。“一个房间聚集的会员多的
时候有几百人，主播收获的礼
物，在直播结束后可兑换成人
民币，她提成是50%，可以在线
申请提现。”陈某说。

“微笑女郎”软件自2017年
11月运营至2018年4月被查获
期间，共吸纳会员3000余人，平
台每天活跃会员达 1000 人以
上，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

夏丹 尹梦真

最终因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罪被起诉

自学成才的软件高手，将实力用错了地方

开发直播软件涉黄，半年内会员超3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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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