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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篇淮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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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法律援藏公益路英姿飒爽“淮上公安”女子特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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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旗正红 法治开新局”融媒体新闻行动走进淮安

>>>聚焦法治实践

>>>追寻英模脚步

“全力争第一 坚持创唯一”
——淮安区检察院传承恩来精神跨越发展

5月19日至20日，“百年旗正红 法治开新局”江苏政法系统庆祝建
党100周年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走进淮安。采访团队在淮安市中级法院，
深入采写“全国模范法官”姚月梅的先进事迹；在淮安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现场感受“淮上公安”女子特战队风采；在淮安市淮安
区检察院，聆听他们传承恩来精神、践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在淮安
市司法局，与援藏律师面对面，探寻党建引领“律动淮安”秘诀。





>>>走进政法一线

□本报记者 翟敏

这是一次“无言”的采访！
被采访对象从头到尾没说一句
话。

这又是一次千言万语说不尽
的采访，每个人都争着说她的故
事，场面热烈感人。

这位新闻主角就是姚月梅。
盱眙县法院党组成员、常务副院
长，江苏省优秀女法官、江苏省
三八红旗手、全省政法系统“忠
诚 卫 士 ”、 江 苏 省 优 秀 共 产 党
员、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2017 年全国我最喜欢的执行法
官、改革开放40周年政法系统新
闻影响力人物、全国法院十大亮
点人物、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
范法官⋯⋯

采访一开始，淮安市中级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颜赤就向记
者介绍：“姚月梅刚动完喉部手
术，就到岗上班了，每天靠纸和
笔跟同事们交流工作，现场无法
发声说话。”

担当：
0.01 秒作出决定的“职业
人”

“ 讲 政 治 、 敢 担 当 、 善 作
为、守底线”是现任淮安市中级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时任盱眙
县法院院长接滨对姚月梅的评
价。“之前她当执行局局长，很
多男同志都不服。但是，她就挑
硬骨头案子办，通过一个一个难
案的攻克，赢得了干警们的尊重
和敬佩。”

“很多宣传报道在描述执行
现象遇到突发情况应变时，喜欢
用‘果断’二字，只有身处现
场 ， 你 才 能 体 会 到 ， 要 在 0.01
秒作出决定的勇气和担当，绝
不 是 这 两 个 字 可 以 概 括 的 。”
淮安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郑淮
认为，这背后是法律知识长期
储备的支撑，是专业素养的本
能。

善良：
“润物细无声”的良师

“她是给我传道授业解惑的
良师。”14 年前，盱眙法院速裁
庭庭长王云云进入法院，在姚月
梅时任庭长的民一庭负责办案。

从最初的惶恐和不安到如今
的从容淡定和独当一面，“我的
成长完全得益于姚院长用心的培
养，最让人钦佩的是，这种用心
不是呆板的说教，而是以一种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像一杯醇
酒，用心体会后方得美好。”

除了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外，
姚月梅超前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
式，至今仍使王云云受益匪浅。
2010年，在姚月梅的协调下，盱眙
法院民一庭与劳动仲裁部门搭建
了联合会议制度，至今仍在发挥
着积极作用。盱眙地区劳动争议
案件连续数年远低于全市水平，
一裁一审实质化解了超 98%的劳
动争议案件；而全国第一份留守
儿童督促令更是姚月梅在面对司
法实践中的问题，将法律的刚性
嵌入到温情的做法中，取得了巨
大的社会反响。

公正：
是“勇士”也是“智者”

采访现场，从盱眙法院赶来
的法官助理施静激动地扑到“老
领导”姚月梅怀里哭了。

这个 90 后的小丫头文静瘦
弱，似乎很爱哭，2016年大学毕业
考入了盱眙法院，先在民一庭工
作几个月，2017 年 1 月调至执行
局。得知自己要去执行局，施静

“哇”地哭了。在施静的思维里，执
行局几乎都是皮糙肉厚的男同
志，干的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儿。

盱眙法院执行局法警张鹏回
忆起姚月梅刚到执行局的时候，“全
是男同志，队伍松散，姚院长来的第
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团结起来。”

姚月梅常常带领执行干警们
冲锋在一线，仅2018年，她就带领
干警们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59 次，
拘留被执行人232人，罚款215万，
采取搜查措施 338 次，腾空房屋
176套。

“在每一次执行行动中，我都
抱着要保护好姚院长的念头，结
果每一次我都被挡在姚院长的身
后，她给予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施静一说起来感动得就想哭。

在姚月梅的帮助和影响下，
施静这个柔弱的姑娘，如今如同
一朵铿锵玫瑰，在姚月梅的指导
下办案，现在已经一共办理案件
2478件。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向姚月
梅问了一个问题：“作为一名优
秀的法官，您认为最重要的品质
是什么？”她淡然一笑，在纸上
写下了六个字：善良、公正、担
当。

□本报记者 达佶

“‘专家操盘’‘游戏交友’防
不胜防！不听，不信，不转账！”5
月 20 日上午，阳光照耀下的淮安
信息职业学院未名湖畔，“淮上
公安”女子特战队女警们发起的
反诈快闪活动，吸引了刚刚下课
的大学生们纷纷驻足围观。

“淮上公安”女子特战队成立
于疫情防控期间，扎根于常态警务
工作，因成绩突出，曾应邀参加全
省政法系统疫情防控先进事迹报
告会，并先后获得“江苏最美巾帼
奋斗者”“江苏最美基层警队”“江
苏好人”“淮安市五一巾帼标兵岗”

“淮安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

攻坚克难
筑起战疫最强防线

2020年2月初，新冠疫情防控
进入最艰难时刻，核查信息如同一
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面对海量待
核查数据，淮安公安经开区分局党
委决定火线成立攻坚特战队，12
名 80、90后女警主动挺身而出，承
担起涉疫重点人员信息核查、跟踪
了解和涉疫案件研判等多项工作。

女子特战队党支部副书记周
倩带领队员将温柔力量转化为坚
定意志，以日均拨打数百个电话千
余遍的韧劲，确保了全区无一密接
者遗漏、无一漏管失控等情况发
生，接收的 15万余条数据，核实率
和核查质效位于全市第一、全省前
列。

因长时间使用座机拨打电话，
听筒又是单耳话机，1991 年出生
的王梦彤中耳炎旧疾复发，却从不
叫苦，默默坚持着，直到疫情缓和

才去医院手术。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去年 7 月 8 日下午，战疫攻坚
结束回归到本职岗位的特战队女
警苏吉和石梦野突然接到命令：立
即赶赴江西九江抓捕电诈在逃嫌
疑人。嫌疑人余某是开发区分局侦
办的境外荐股网络诈骗案 42名嫌
疑人中的最后一人。两位女警跟随
主办民警连夜驱车上路，迎着暴雨
赶赴 700 公里外的江西九江都昌
县。

得到嫌疑人即将潜逃的消息
时，苏吉和石梦野在当地警方配合
下，抄近道在高速入口设卡拦截，
成功劝返意图驾车逃离的嫌疑人
余某。

“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能
胜。”2020年9月，随着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高发，分散在不同岗位的女
子特战队的女警们再次集结。近一
年来，她们通过信息研判累计抓获
诈骗类犯罪嫌疑人94名，查控涉案
银行账户1313个，冻结止付2761.46
万元，为群众挽回损失534.8万元。其

间，还发现了一个流窜全省的诈骗团
伙，成功破案105起。

靓丽青春
绘就最美风景线

走进经开区钵池街道机场社
区，拎着菜篮的居民花大姐见到女
子特战队党支部书记孙汉琪显得
特别高兴，还饶有兴趣地唱起了

“不听不信不转账”。
让花大姐津津乐道的是，前不

久，她在逛大润发超市时，突然接到
侄女小米打来的借钱电话。花大姐
一听感觉像诈骗，赶紧劝说侄女不
要信，可小米不听。正当花大姐一筹
莫展时，看到了一群身着警服的女
警，立马上前求助，孙汉琪了解情况
后，当场打电话给小米表明身份，并
从骗子的骗术到被骗的后果，摆事
实讲道理，小米这才恍然大悟。

女子特战队的女警们深入全
区 24 个警格开展大走访，总结高
发电诈案件类型和防范手段，创作
了融入阿卡贝拉、rap说唱、淮安方
言等元素的反电诈歌曲《天下无
诈》在全市巡演。《天下无诈》MV
浏览播放量已超 500万次，点赞量
8 万余次，转发 4 万余次。“不听不
信不转账”也成为众多淮安市民的
口头语。

□本报记者 郎建强

连续 6 届被评为全省文明单
位，连续13年获评全市先进基层
检察院。2020 年又接连获评全省
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先进基层
检察院、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这对一个基层检察院来说，
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凝聚新目标
展现淮安检察担当

“淮安市是周恩来总理的故
乡。我们以‘践行初心使命，弘
扬恩来精神’为引领，确立‘全
区争排头、全市争第一、全省争
先进、全国争模范’工作目标的
思想共识，紧紧围绕社会热点和
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创造性的开
展各项检察工作。”淮安区检察
长臧雪青自信地告诉记者。

2012 年，淮安区检察院联合
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区中小学开
展青少年普法活动，活动的名称
定为“蓝天校园工程”。

9 年来，淮安区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持续下降，赢得了社会的
广泛赞誉。“蓝天校园工程”工
作室被团省委表彰为“青年文明
号”，办理的高某某恶势力团伙
欺凌学生案被最高检、公安部评
为典型案例，办理的牛某非法拘
禁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第二十七
批指导性案例，创意发起并参与
拍摄的全国首部以预防校园欺凌
为主题的原创歌曲 MV 《青春需
要温暖》 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
告，获最高检“最佳创意奖”。

抓实新举措
服务地方发展大局

淮安区民营经济活跃，民营
经济贡献份额不断提升。淮安区
检察院积极转变司法理念，全力
当好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护航

员。
该院先后成立涉民企检察业

务咨询小组，为检察官办理的涉
民营企业案件提供理论支持和解
决方案。同时将派驻乡镇检察室
改造成服务民营经济工作站，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一对一”法律
咨询和诉讼指导。今年以来，该
院已经组织党员干警主动走进辖
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50余场，适
时发送检察建议 6 件，降低企业
运营的法律风险。

为了严厉打击侵害群众身体
健康的犯罪，守护群众“舌尖安
全”，该院自编自导食品安全微
电影 《老油条变形记》，扩大普
法效果，被评为江苏省“以案释
法”十佳好视频。为了保障群众

“钱袋子安全”，该院重点惩治
“老妈乐”“老爹乐”等侵害老百
姓“养老钱”“救命钱”的涉众
型经济犯罪，同时通过支持起
诉、提起公诉等方式为 137 名农
民工追回工资500余万元。

展现新作为
锤炼过硬检察队伍

近年来，淮安区检察院持续
开展“学习周恩来精神，做合格

检察人”等主题活动，大力倡导
周恩来亲民爱民为民的精神，干
警们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愈发
明确，党员干警干事创业热情愈
加澎湃。

2014 年底，淮安区多个民间
标会相继“倒会”。许多因打会
而收不回资金的老百姓不断上
访，要求政法机关帮他们追回损
失。

承办检察官韦建不仅把案件
办好，还推动成立专门的资产处
置小组，查封、冻结、扣押涉案
财产，同时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
度，及时拍卖、执行“会头”的
财产。

除了韦建，还有青年检察官
王文梦，苦练业务本领，在全省
论辩赛中荣获“最佳辩手”；老
检察官董正，扫黑除恶期间为实
现案件清零，临近退休的他每天
早出晚归，一直工作到深夜⋯⋯

正是通过内强素质、外树形
象，该院打造了一支人民放心、
群众满意的检察铁军，提升了检
察队伍形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郑弋

淮安市司法局党组坚持党建
引领，成功打造“律动淮安”法
律服务品牌，该市数位律师前后
接力援藏，为藏区困难群众提供
法律援助的感人事迹，着实让记
者一行深深感动。

当天，在江苏群汇知缘律师
事务所，举办了一场集体采访。

一走进会议室，一位年轻人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他坐的
椅子扶手边上放着一副拐杖。

“这是去年援藏的律师金明
章。”看出记者的疑惑，淮安市
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蒋东明介
绍，“去年9月，在藏区开展法律
服务的途中遭遇车祸。”

“我后天又要回西藏了。”金
明章说。记者注意到，他用的是

“回西藏”，而不是“去西藏”。
说明他已经在心中，不知不觉地
把西藏当成了“家”。但他的腿
⋯⋯

“ 我 的 伤 已 经 差 不 多 全 好
了，现在基本不影响我的日常生
活与工作。”他笑笑说道，“我们援
藏的时间是一年，我去年7月过去
后，先后帮助当地政府及藏民办
结 30 多个案件。但眼看着今年 7
月的时间就要到了，可手头还有
近 20 个案子没有办结，藏区群众
还有法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他顿了顿，又神色坚定地告
诉记者：“我在援藏前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近年来，淮安市司法局党
组、律师行业党委坚持党建引
领，积极打造‘律动淮安’法律
服务品牌，为社会各界提供高质
量法律服务，进一步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蒋东明说，他们坚持扩容扩面、
组织立规、政治导航、党旗增
辉，通过开展“律动淮安”“律
心向党”“举旗亮剑”“铸魂赋
能”等系列行动，在不断壮大律
师行业党员队伍、积极推进律师
行业党建规范化的同时，切实强
化律师党员素质淬炼，充分发挥
律所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律
师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目前，
淮安律师行业以党建促所建，在
引导推动律师事业规范发展的同
时，广大律师参与公益事业的热
情高涨，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
助，积极报名参加法律援藏蔚然
成风。

“自 2014 年以来，淮安先后
有 8 名律师奔赴西藏林芝的察隅
县和波密县、拉萨市曲水县、山
南市及洛扎县开展法律援藏志愿
服务。”作为全国首个报名参加
法律援藏志愿服务的省辖市律协
副会长和律师所主任，淮安律师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群汇
知缘律师所主任朱桂前告诉记
者。其中，他和所里的薛美林、

王春雷、乔荣荣等 4 名党员律师
“接力援藏”故事，更是法律援
藏的一段佳话。

去年 5 月，朱桂前得知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面向西藏
招生，毕业后返回当地就业，很
受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他随
即向淮安市司法局党组和律师行
业党委汇报，决定发挥群汇知缘
律师所有 10 余名法学博士与硕
士、具有较强法律教学能力的优
势，为西藏培养法律人才。他们
很快与学院达成共识：创办群汇
知缘法学院，开设西藏班，每年
定向召收和培养西藏学生，让这
些学生在学有所成之后“回得
去、留得住、用得上”，从根本
上解决藏区法律人才短缺问题。

“律所与院校联办西藏班，
变‘输血’为‘造血’，从‘供
氧 ’ 到 ‘ 培 养 ’， 这 一 创 新 之
举，必将推动淮安法律援藏之路
越走越宽。”蒋东明
说。

善良 公正 担当
——他们眼中的“全国模范法官”姚月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