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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周  洁

　　“是江豚！”2021年初，江苏省太仓市执法人员巡江时发现江豚

跃出江面戏水，兴奋不已。

　　作为长江生态链的标志物种，江豚被称为长江水域生态的晴

雨表。江豚的出现，证明了长江太仓段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其背

后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和检察监督的持续推动。

　　位于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T型交汇处的太仓市拥有38.8公里

长的黄金岸线，沿江临沪、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太仓政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多年来

在努力当好长江保护的行动者、建设者和捍卫者方面持续发力，为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保驾护航。

江河湖塘全域治理

　　近年来，太仓市检察院坚持生态保护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四

大检察”职能，构建长江口保护全方位检察“屏障”，为绿色长江口

增添一抹独特的“检察蓝”。

　　“江面与江岸全部都漂浮、堆积着垃圾，工作十几年第一次见

到性质如此恶劣的案件，倾倒的垃圾数量之大实为罕见。”回忆五

年前在现场的调查情况，检察官依然难掩愤怒。

　　2016年12月，3000余吨有毒有害垃圾被倾倒至长江太仓段，污

染数十公里，现场触目惊心。该案导致太仓市紧急关闭长江取水

口，启用应急备用水源，周围居民生活和长江航运均受到很大

影响。

　　在该案侦查阶段，太仓市检察院第一时间提前介入积极引导

侦查取证，规范证据形式。2017年1月，该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6

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年9月，常熟市检察院依据环

资类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对该案提起公诉，后该案获评“2017年度全

国十大法律监督案件”。

　　在依法严惩犯罪的同时，该院坚持长江干流保护和内河水系

治理同步发力，依托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围绕“水污染”“水生态”

“水安全”等方面开展系列检察监督，通过“简案快办”新模式，及时

督促责任部门落实管护职责。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该院共督促

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河道42条，清理福寿

螺、水葫芦等外来入侵物种400余吨，清理河堤垃圾56吨。

　　为提升全域源头治理能力，确保“区域流域相结合、江河湖塘

全纳入、市区乡村全覆盖”，今年4月，太仓市检察院联合市河长办在苏

州市范围内率先建立“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充分运用联合巡

河、诉前磋商、检察建议、合力修复等手段，促进河道综合整治。

一体化办案显威力

　　2021年初，太仓市检察院立足于“沪苏同城化”发展蓝图和太

仓市临江沿沪的特殊区位，紧盯长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努

力打造“沪苏同行·守护长江”工作品牌。

　　为达到最佳保护效果，该院整合专业力量，由1名副检察长、3

名资深员额检察官和1名检察官助理组建“长江生态检察办案团

队”，实行“提前介入＋捕诉一体＋修复治理”一体化办案，综合履行

刑事处罚、民事追偿、行政督促、公益保护等职能，以检察专业力量

保障长江生态环境资源，服务长三角经济绿色发展。

　　“某村非法养殖现象严重，废水直接排进附近河道，到处臭气

熏天。”此前，在太仓当地论坛上的一条帖子引起了太仓市检察院

检察官的注意。检察官实地摸排调查后发现，该市多个地区的河道

沿岸都存在非法养殖畜禽现象，污水直排、未取得动物检疫证明而养殖、出售或运输畜禽的现象普遍

存在，造成河道严重污染，水体氨氮、总磷等指标严重超标，其中不乏沿江村镇及入江支流。

　　该院以公益诉讼试点为契机，向有关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从污水处理、防疫检疫到整改处罚等多

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先后下发多份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整治工

作，一年内依法办理相关行政处罚案件35件，后该检察建议被评为“江苏省检察机关十大优质检察建议”。

构筑全方位保护网

　　2021年3月1日起，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检察官们走进码头开放口岸、走进村庄和校园，助推形成

全民保护长江母亲河的良好氛围。“长江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办案中我们发现许多问题反映在水里，

但是根源却在岸上。”太仓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兆民认为，岸线整治不仅是切断污染源的重要手段，也

是保护水环境的重要屏障。

　　该院通过坚持“水岸共治”理念，以精准建议、“点穴式”监督，在长江沿线土地资源和红色资源保

护、长江口内河岸线非法码头整治、扬尘防治、船舶污染防范等方面持续发力。

　　据了解，该院牵头张家港、常熟市检察院建立沿（长）江区域环境保护联动协作机制；联合上海宝

山、崇明、江苏海门、启东等四地检察机关建立长江口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协作联盟”，并签订实

施意见；参与构建长江航运东大门通道安全“共建共治”机制，依托检察监督职能保障长江干线最下游

航段畅通安虞。

　　太仓市检察院检察长董启海介绍，在不断深化长江口跨区域检察协作的同时，该院还联合河长

办、渔政等部门，不断深化对跨界河湖的保护协作。2021年8月，太仓、昆山两地河长办及检察机关共同

开展昆太跨界河湖保护行动，巡查娄江（新浏河）昆山至太仓段。此外，该院还联合两地渔政部门多次

开展联合执法暨专项监督行动，携手促进跨界河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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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  辉

□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胡佳佳

　　

　　凭着对法治信仰的坚守，对法官职业

的挚爱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她在矛盾

纠纷最前沿的人民法庭一待就是18年，用

自己的坚守和担当，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司

法为民的感人故事。

　　她叫周淑琴，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泗沥法庭庭长。

　　多年来，周淑琴办案2000余件，无一

发回重审、无一错案改判、无一上访缠诉。

她先后被授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

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

范法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近日，她又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

庭审办案

不放过1%的调解希望

　　2004年，周淑琴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

贵溪法院，一直在基层法庭工作。

　　周淑琴参与审理的第一起案件，原、

被告只有十五六岁，订婚后半年就闹翻

了。因为彩礼钱，双方家属在法庭上闹成

一团，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周淑琴来回奔波，说法、叙情、讲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件最终出现转机，一

份调解协议将官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合上案卷的那一刻，我感慨万千。”

周淑琴向记者回忆称，从那刻起，她暗暗

叮嘱自己：做一名有情怀的法官，心中不

仅要有法律，更要有沉甸甸的两个字———

人民。

　　出身农村的周淑琴深知，农村人怕打

官司，一旦有了官司，如果介入不及时、化

解不妥当，就可能让小纠纷引发大问题，

甚至可能影响到几代人。

　　为有效化解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

皮”的小矛盾、小纠纷，周淑琴总是热心接

待每一位当事人，与当事人拉家常，听听

他们口里的喜怒哀乐，找出心结和诉求。

　　“她的洞察力很强，在与当事人拉家

常时，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细节，并从

这些细节中找准问题症结，有针对性地突

破。”贵溪市法院院长童力说。

　　周淑琴常说，法庭既是“恨”的放大

镜，也是“爱”的万花筒，必须左右衡量，倾

听每个声音，做到情理法交融，公平公正

才温暖人心。

　　在日常工作中，周淑琴给自己“约法

三条”：不出现违法违纪情况、不办理裁判

不公的案件、不让群众受到冷落。为了维

护公平正义，她不怕得罪人，她所办理的

案子，老百姓都信服。

探索创新

给家事审判注入温情

　　“法官，请你一定救救我！”

　　2016年4月，一位毛姓女子慌慌张张

地跑到泗沥法庭，向周淑琴哭诉其在离婚

案件审理期间，多次遭到丈夫张某的威胁

和殴打。

　　作为女性，周淑琴深知家庭暴力伤害

的后果，她立刻动身，前往派出所、医院核

实情况。经调查属实后，周淑琴向案件当

事人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也是反家庭暴力法于当年3月1日

起实施以来，江西省发出的第一份人身安

全保护令。

　　为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家事审判工

作思路，在法院的支持下，周淑琴成立了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并组建一支专

业团队，实现审判队伍精英化；出台三项

制度，实现办案方式规范化；推行“五心”

工作法，实现纠纷化解多元化；夯实家事

审判设施，实现审判氛围温馨化；摸索出

圆桌法庭、巡回法庭、微信法庭三种庭审

模式，实现家事审判人性化。

　　去年4月22日，“周淑琴工作室”接待

了一名女性求助者。求助女子称，其丈夫

殴打她致右脸部骨折，已报警并做了伤情

鉴定，希望法官督促其丈夫停止家庭

暴力。

　　周淑琴耐心听完女子的陈述后，及时

会同妇联干部向当地派出所核实情况，并

结合求助者的诉求，制作了全国首份家庭

和睦劝诫书，劝诫施暴方珍惜家庭、停止

家暴，并载明不听劝诫的法律后果，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为方便当事人办理相关事项，“周淑

琴工作室”于今年4月27日又发出了首份

《离婚证明书》，既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

又方便当事人携带和保存。

　　“这一系列创新，目的就是为了给群

众提供更高效、优质、便捷的司法服务。”

周淑琴说，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让群

众知道，法官并不是冰冷地执行法律，而

是要让群众在感受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感

受到法律的温度。

以案释法

燃起百姓心中法治明灯

　　9月23日下午，贵溪市委党校三楼，一

场由周淑琴主讲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

治课堂正在进行。只见台下座无虚席，一

百余名群众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

　　周淑琴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共同债

务认定、婚内财产分割等角度，通过新旧

条文对比的方式，结合审判实务以案释法

进行讲解。每当讲到精彩之处，全场都会

响起阵阵掌声。

　　这是周淑琴开展普法宣传的众多活

动之一。去年5月以来，她先后组织开展了

“青春法苑”入校园、送法进企业、“移风易

俗、拒绝天价彩礼”等20余场法律宣讲

活动。

　　结合办案，周淑琴经常把法庭搬到田

间地头，搬到当事人的家里。国徽扛到哪

儿，巡回法庭就设在哪儿，让山村法庭审

理的每一起案件，成为一堂堂村民共享的

法治公开课。通过以案释法普法，醇化民

风乡风社风，不断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法治水平。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群众眼里，

“知心大姐”已成了周淑琴的专用词，“贴

心闺女”也成了她的代名词。而正是在周

淑琴贴心、知心、暖心的司法普法过程中，

法治明灯也悄悄在每一位老百姓心中

燃起。

　　“有法律问题找‘知心大姐’‘贴心闺

女’”，已成为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18年来，从青春年少到双鬓染霜，从

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成长为人民法庭庭

长，周淑琴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从

未改变。“法庭是我追逐梦想的舞台，只有

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胸前的法

徽才会更闪亮，才会让更多群众感受到法

治的温暖。”周淑琴说。

为乡村群众点燃法治明灯
记全国模范法官、江西贵溪市法院泗沥法庭庭长周淑琴

平安人物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办的不是案件，而是老百姓的人生，

必须慎重。”这是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团队员额法官朱雪华

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

　　《法治日报》记者眼前的朱雪华，身材

瘦弱但目光如炬。谈及笔记本上的这句

话，他若有所思地说：“每次看到这句话，

都有不同的感受。法官办案不能一味追求

数量和速度，要追求案结事了，发挥好定

分止争的作用。”

　　1984年出生的朱雪华，出身农家，深

知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怀着对法律的

敬仰，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单县人

民 检 察 院 工 作。经 过 3 年 多 的 历 练 ，

20 1 2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周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先后从事行政、民事审判

工作。

　　“中级法院更多是二审案件，大都案

情比较复杂，你不仅要把好法律关，更要

注重社会效果，做到案结事了。”朱雪华清

楚地记得刚到周口中院时，老庭长对自己

的叮咛。当晚，他就把这句话写在了日

记里。

　　“他一接手案件，就下载上级法院指

导性案例，还把涉及的所有法律条文汇总

起来综合研判。为查清一个疑点，他会

反复核查所有证据。工作量虽然大，但

他承办的案件没有一起超审限。我劝

他注意休息，他笑笑说‘现在是累点，以

后办理类似案件就轻松了’。”团队长展英

敏说。

　　朱雪华办理的左某与杨某民间借贷

纠纷案，争议金额大、借款年限长、案情复

杂，左某对一审结果不满，情绪激烈地向

有关部门信访。朱雪华梳理案情后，将

左某关心的疑点问题全部列举出来，

然后找出类似判例，从法律、道德、人

情入手与其沟通交流，使其认识到可能

承担的法律后果。朱雪华又用同样的方式

与杨某沟通，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每一起作出判决的案件，朱雪华总要

与当事人进行判后答疑，详细说明判决理

由。他办理的朱某与李某借款案中两名当

事人是同学，因为7万元借款，官司从一审

打到二审。、由于双方对立情绪大，案件经

10多次调解无果，朱雪华及时作出判决。

　　“请先把判决书看完，有什么疑问咱

们当面交流。”给双方发放判决书时，朱雪

华说。

　　败诉方问：“判决书上已经写清楚了，

为啥还要再解释一遍？”

　　“你们是同学，为了几万元打了这么

长时间官司，到底借没借、还没还，你们心

里都很清楚。我一是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这

么判，二是想提醒你们，同学之情比官司

输赢更重要。”听了朱雪华的一番话，双方

当事人半晌无语。

　　在朱雪华看来，法官不能就案办案，

而是要朝着化解矛盾的目标努力。他办理

的扶沟县某公司向某信用社借款3000万

元案，周口某公司用房屋提供担保。借款

到期后，因扶沟县某公司经营困难，资金

链出现问题，未能及时清偿本息，某信用

社诉至法院，要求借款方清偿本息近4000

万元，拍卖担保方的房产优先受偿。认真

研究案情后，朱雪华发现，借款方只是暂

时陷入回款难，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尽快

判决没什么问题，但两家企业很可能因为

这个判决垮掉，我想再努努力，让他们和

解。”朱雪华的办案思路，很快得到院领导

支持。他多次走访当事三方听取意见，然

后主持面对面调解。扶沟县某公司当场拿

出还款计划，请求对涉案借款适当展期。

最终三方达成和解协议，既为某信用社盘

活了不良贷款，又给借款方扶沟县某公

司、担保方周口某公司带来生机。如今，涉

事企业运转良好。扶沟县某公司负责人

说：“法院为危困企业寻生机、解忧难，助

力我们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法治化营商环

境这么好，做强做大企业更有信心了。”

　　“每办一案，都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也

是对自身业务能力的最好检验。”朱雪华

说。阅卷时他最为细致，一  一找出关键

点，归纳出争议焦点，在庭审中引导当事

人举证、质证，让当事人把观点亮在法庭、

证据摆在法庭、道理说在法庭，使庭审成

为当事人共同甄别、去伪存真和还原案件

事实的过程，也是法治教育和社会关系修

复的过程。

　　周口中院院长马军杰介绍说，截至目

前，朱雪华累计办理民行类案件1017起，

无一起错案，无一起超审限，所办案件质

效名列全院前茅。35次被院党组命名为

“办案标兵”称号，2021年7月，在全国第一

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被周口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评为“全市十佳政法

干警”。

法官朱雪华办案案结事了化解矛盾

  连日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东港派出所5G“机器人警察”在普陀区杉杉广场商圈里承担智能防疫、巡逻防控、防范宣传

等工作任务，守护广大市民平安出行。图为“机器人警察”在辖区商圈里巡逻执勤。         　　本报通讯员 邹训永 摄  

　　本报讯 记者石飞

近日，云南戒毒系统教

育矫治大讲堂正式拉

开 帷 幕 ，全 省 各 强 戒

所和省戒毒管理局机

关13 0 0 余名干警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

培训。

  昆明市教科院原院

长、云南省委联系专家

饶又明，云南大学工商

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

院 长、博 士 生 导 师 王

克岭以及云南省第三

强 戒 所 干 警 施 孟 君 ，

分 别 以“ 有 效 备 课 与

高效教学”“研究课题

与学术论文撰写”“戒

毒 系 统 科 研 趋 势、问

题 和 建 议”为 题 进 行

授课。

　　云南省戒毒管理局

教育矫治处处长黄卫洲

表示，云南省戒毒管理

局将坚持把加强和改进

教育培训和岗位练兵活

动作为提升队伍职业素养、专业水平

和履职能力的基本途径，用心用情用

智用力办好云南戒毒系统教育矫治大

讲堂，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云南戒毒的

一个标识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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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近年来，面对行政复

议案件成倍增长的实际，重庆市巴南区创新矛盾

纠纷化解机制，将行政复议与人民调解两项制度

相结合，快速化解行政争议，打造行政复议的巴

南品牌。据介绍，巴南区司法局通过复议科负责

将适合运用人民调解方式化解争议的案件纳入

“复调”对接范围；区人民调解指导中心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明确调解具体承办单

位；23个镇街司法所履行属地职责负责具体的调

解任务；多个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根据安排，承

办专业性较强案件的调解工作。通过“复调”对

接，巴南区化解了一大批疑难行政争议，降低了

司法执行时间成本，凸显了行政复议主渠道

作用。

重庆巴南“复调”对接快速化解行政争议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业飞 黑龙江省伊春市

友好区人民检察院将使用无人机调查取证作为

辅助办案、科技强检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填充、

完善“公益诉讼＋技术”内容，使检察技术在办理

案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小兴安岭地区山

高林密的特点，今年以来，该院在组织技术人员

和公益诉讼人员多次运用新购进的无人机进行

侦查取证、模拟演练、对在演练中遇到的疑难问

题逐一破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无人机航拍全方

位定位精准、无死角高清摄像、广覆盖全景扫描

等优势，对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提供更多可靠的技

术支持，目前利用无人机已对涉及水源地保护、

废弃木耳菌袋、违法破坏林地等领域9件公益诉

讼案件进行航拍取证，为加大打击环境污染、破

坏黑土地和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提供更为有力

的技术支撑。

无人机成为检察工作调查取证好帮手

　　本报讯 记者史万森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紧围绕新时代公

安队伍建设的总要求，采取实战训练模式，常态

化推进全警大练兵活动，实现政治理论根植于

心、业务知识消化吸收、实战技能应用自如、执法

素养提档升级的练兵目标。

　　据介绍，鄂尔多斯公安交管支队再现实战情

景和过程，切实增强大练兵的针对性、实效性。定期

随机抽取各基层大队所办案件进行评查，通过互

动、研讨、交流、点评，解决执法过程中的堵点、难

点和疑点。在开展道路执勤、应急处置、违法查处、

事故处理等训练中，结合实际设置警情进行诱导，

力求战训结合。同时，发挥老民警经验丰富的优势，

以老带新、以点带面，推动整体业务能力水平提升。

鄂尔多斯交管支队开展实训大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