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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办案不仅要有法律的准度，更应当有人性的温情

共读绘本，让8岁女孩走出家暴阴影
检察官语
家暴不是犯错，是犯罪。作为基层检察官，我能做
的是尽自己微薄之力，种下善良和温情的种子，让妻子
不再恐惧丈夫的拳头， 让孩子不再无助哭泣。 孩子别
怕，这世界有黑暗和伤害，但更多的还是爱和保护。

最近， 不少家长被一条消息看哭
—深圳宝安区一名年仅8岁的小女孩
了——
遭受家庭暴力， 成为全家人的出气筒。而
这个女孩，在面对最亲密的人带来的伤害
时，没有反抗，甚至连哭一声都不敢。
今天， 我讲的故事小主人公小芯，同
样是8岁的小姑娘， 她的父亲刘超因为酗
酒和臆想， 经常对小芯的妈妈大打出手，
小芯在过去的8年中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
■记者 王智芳
家庭暴力之中。

一场持续8年的家庭暴力

去年5月， 我第一次见到
小芯的妈妈李雪兰 (化名）：眼
前这个女人满身青紫、头皮被
扯裂，歪到一旁的鼻梁还在不
停地流血。 小芯披头散发、一
脸惊恐地站在妈妈旁边，眼睛
直直地盯着地面，由于极度恐
惧嘴唇一直瑟瑟发抖。李雪兰
哭着扯住我的衣袖，口中含混
不清地喊：求求你，救救我的
孩子……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犯
罪形式——
—家庭暴力。办案过
程中我发现，这场家庭暴力之
所以持续长达8年， 远不是我
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一方面，
刘超和他的父母认为男人打
老婆和孩子很正常，更何况家
丑不可外扬，对李雪兰选择报
警非常反感； 而另一方面，小
芯母女由于长期处在家暴之
中，已经无法和人正常沟通。
为了让母女俩尽快走出
家暴阴影，我耐心地想办法开
导她们，特意为她们联系了专
业的心理咨询师，希望能通过
积极的心理疏导，打开她们郁
结而封闭的内心。
我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
检察官，是想要通过自己微薄
的力量伸张正义。而几年来的
工作经验更告诉我，伸张正义
不仅要有法律的准度，更应当
有人性的温情。“让司法办案
体现法律温度”——
—这一直是
我从检以来深植于心的办案
理念。

用绘本打开孩子心扉

李雪兰作为成年人，接受
心理疏导之后，逐渐能够打开

1月11日， 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对湖南泰尔
制药有限公司进行强
制执行，相关财物被
贴上了封条。
记者 杨昱 摄

不发工资还公款私存
主讲人 贺雨佳
长沙市开福区检
察院员额检察官

心扉，向我们倾诉自己的痛苦
和无助。而小芯却是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接受心理疏导。案情
进展非常缓慢， 不及时结案，
只会让这对母女遭受更大的
磨难。我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
去打开小芯的心扉。
一次见面时，我试着主动
去牵小芯的手，她却把手缩了
回去，低着头不看我。我缓缓
地蹲下来， 对小芯说：“小芯，
你不想说话姐姐很理解，姐姐
小时候也不愿意跟人说话。但
是我的妈妈告诉我，只有把话
说出来，心里才会更舒服。”小
芯终于抬起了头。我赶紧拿出
事先准备好的一本童书——
—
《我好害怕》，书里通过生动形
象的画面，教小孩子怎么说出
自己的恐惧。小芯的眼神里开
始有了光彩，我搂着她坐在长
凳上， 两个人一起阅读起来。
这一次见面结束时，我冲小芯
挥挥手，惊讶地听见她低低地
说了一句：姐姐再见。
之后的每个周六，小芯妈
妈都会带她来我们检察院做
心理疏导。同时，我们和区妇
联有效沟通，为俩母女建立了
重点保护档案，为两人的就业
和上学提供便利，并为她们提
供法律援助。 好消息接连而
至， 李雪兰找到了新的工作，
而小芯主动给我打来电话，告
诉我她在最近的考试中进步
了。
2018年9月17日，我以国
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支持公
诉， 刘超当庭表示自愿认罪，
承诺出狱后戒掉酒瘾，好好对
老婆孩子， 并且当庭承诺，再
也不会对李雪兰母女动手。最
终，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刘超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

湖南泰尔制药
被强制审计调查
本报1月11日讯 今天， 在长沙中
院“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中，芙
蓉区法院执行局来到湖南泰尔制药股
份有线公司强制执行。 因该公司现存
在明显的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
法院对其下达了强制审计调查的执行
决定书。

粗暴裁人还欠薪，员工起诉
“我的代理人多次来这家公司讨
说法，对方总是说没钱。”湖南天地人律
师事务所律师陈芳告诉记者，共有7人
起诉了泰尔制药的工资拖欠问题，这
次执行的是其中3人的案子，执行标的
为11万余元，拖了2年之久。
陈芳介绍， 泰尔制药是总公司，其
代理人签订的合同就是该公司，但实际
工作的地方却是分公司湖南泰尔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由于生物技术公司经营
不善，选择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辞退员
工——
—断水断电，驱赶员工，当员工上
门讨说法时，对方已经人去楼空。
记者从芙蓉区法院执行法官史作
雷处得知，长沙中院判定两家公司共同
承担责任， 需支付3名申请人的工资及
经济补偿共计11万余元。然而，法律文
书生效后，泰尔制药仍未履行义务。3名
劳动者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公司存在多种资金转移行为
今日， 芙蓉区执行局来到泰尔制
药，对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进行调查。
当执行人员查看公司2018年的出纳记
录时， 发现其中转账的除了公司账号
外，还有私人账户，转账的金额也是大
几百万。 并顺藤摸瓜找到了藏在文档
室柜子底部的保险柜。
被邀请参与审计的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副所长周砚群也有新发现，“其
2018年的资金流水比较大， 完全具备
偿付能力。除了公款私存的现象外，还
存在找关联方转移资金的情况。”
因该公司存在明显的隐匿财产、
逃避债务的行为， 执行人员在现场对
公司负责人宣读了强制审计调查的执
行决定书，并对相关财物进行封存。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昭菲 江赞成

小车冲进池塘，人没上来？
制造事故骗保，两人被拘
本 报 1 月 11 日 讯 冰 雪
中，小车从高处落水，交警部
门却没找到受害者， 现场没
发现落水上岸的痕迹， 发生
了什么？昨日下午，长沙县交
警大队通报了这起利用冰雪
天气制造坠河事故骗取保险
金的案件。目前，涉案两人被
当地派出所治安拘留。
“黄兴大道附近有车辆
落水，人员伤亡情况不明，请
立即前往处置。”今年1月2日
下午2点多，长沙县交警大队
长龙中队接到这样的警情。
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后，
发现一辆灰色商务车侧翻在
路旁的水中， 水面距离路面
有六七米高，蹊跷的是，现场
没有见到任何受困人员与落
水者。通过车牌信息警方联系
上车主，车主称将车借给了朋
友彭某，对方表示晚上发生了
事故，但没有造成伤亡。
现场民警发现多处疑
点： 从车辆制动到翻车距离
过短，不符合正常事故逻辑；
现场未发现人员逃生痕迹、

也没有人员落水后上岸的痕
迹……根据经验， 初步判断
存在人为制造车辆落水的嫌
疑。
民警对驾 驶人 彭 某进
行了讯问， 彭某最终交代了
在 1月 1 日 晚 驾 驶 车牌为鄂
EH2X57别克商务车故意制
造交通事故
“骗保” 的违法事
实。
彭某交代， 这台别克商
务车的实际所有人为任某
某， 由于发动机存在严重故
障无法修复， 任某某同罗某
商议趁着冰雪天气， 将车辆
开进浅水区来骗取高额保
费。之后，罗某找到驾驶员彭
某 ，承诺 给 他2000 元 ， 让 他
将车故意开进水塘中， 并打
电话报保险公司和交警。
长沙县交警大队调查确
认， 这是一起故意驾车落水
骗保案。并将3人移交当地派
出所调查处理，目前任某某、
彭某因涉嫌骗保被治安拘
留。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第一天上班就“
受伤”
获赔40万后不药而愈
本报1月11日讯 第一天
上班就身受重伤， 获赔40万
后不药而愈？今天，记者获悉
株洲醴陵警方破获跨省“工
伤”欺诈案，将“伤者”及“导
演”都绳之以法。
去年9月上旬，醴陵某煤
矿新员工龚某斌， 上班第一
天就受伤。 老板刘先生赶到
医院，得知龚某斌颈椎错位，
身体左侧瘫痪无知觉。 送医
后的龚某斌拒绝做手术，而
其舅舅赵某艮要求公司一次

性赔偿40万元。 老板刘先生
迫于无奈， 与伤者签署赔偿
协议。
两个月后， 刘先生得知
龚某斌在其老家重庆巫山一
驾校学车，看上去很健康。刘
先生随后报警。 醴陵警方查
明，自2017年10月起，犯罪嫌
疑人赵某艮伙同他人，瞄准煤
矿企业， 导演多起“工伤”事
故，骗取上百万赔偿金。目前，
龚某斌等4人被刑事拘留。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禹亚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