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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刘沁

从中南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后 ，
罗堃放弃了沿海企业的高薪工作， 选择
参加招警考试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2011
年，罗堃考入津市监狱，2015 年，被遴选
至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

从警 10 年，罗堃始终忠于自己的使
命，“作为司法警察，维护法律权威、守护
审判安全就是我们的使命。 ”

为庭审保驾护航
有人说， 在法院庭审中， 法官是主

角， 而法警留下的只是背影。 在罗堃看
来，没有司法警察的全力以赴，庭审活动
也就难以顺利进行。 在维护公平正义的
战线上，司法警察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2019 年 12 月 17 日 ，“操场埋尸案”
在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杜
少平等 14 名被告人受审。

为了保证这场备受关注的庭审正常
进行， 省高院法警总队专门成立了工作
督导组，作为督导组的一员，罗堃和同事
们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指导怀化中院法
警支队， 准备庭审警务保障方案和应急
处突预案等协调工作。 督导组根据庭审
的诉讼参与人数等情况， 进行了认真分
析和评估， 制定了详细的押解及庭审警
务保障工作计划。

“拦车 、冲击法庭 、旁听人员起哄都
有可能发生 ， 我们必须作好万全的准
备。 ”庭审前一天，罗堃和领导同事们协
调公安特警、交警 、医疗等 ，再三确认押

解路线。
5:30 集合出发；
7:00 到达看守所提押被告人；
8:30，被告人安全抵达法院羁押室；
9:00，庭审开始。
庭审过程中， 罗堃和同事们一直紧

绷着一根弦。 罗堃介绍“该案性质恶劣，
社会影响力大，舆论关注度高，一方面被
害人家属情绪比较激动，另一方面，我们
也担心被告人情绪崩溃、 采取过激行为
自伤自残。 ”

12 点， 法官休庭。 罗堃和同事依然

不能有丝毫松懈。 “我们必须时刻面对面
看管被告人，避免任何意外发生。 ”罗堃
告诉记者 ，“有时候庭审持续时间太长 ，
只能通过掐自己大腿来保持清醒。 ”

23 点， 庭审结束。 将被告人还押看
守所，罗堃和同事们再返回到集合点，休
息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仅剩不到 4 个
小时， 罗堃和同事们又要开始该案第二
天的庭审任务。

“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省高院的案
件都是大案要案， 值庭押解经常就是一
整天，甚至好几天连轴转。 ”罗堃说，“虽
然累且单调， 有时还会遇见患有严重传
染病的被告人， 但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做
的本职工作。 特别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亲身经历了文烈宏案、尚同军
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庭审警务保障和
执行等，也是一种成长和历练。 ”

守好法院安全线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 人民法院更是承担着定纷止争
的重要职能。 有矛盾就存在安全隐患，人
民法院的安全检查工作尤为重要。

“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压力很
大。 ”罗堃告诉记者，“高院平均每天有上
百名来访者，安全检查是第一道防线。 为
保证法院机关和来访者的安全， 我们必
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将简单的事情做
到极致。 ”

罗堃还记得，刚到省法院工作不久，
在安检值班时发现一名当事人偷偷带了
自制折叠刀到法院，被检查了出来。 经调
查得知，该名当事人由于不服法院判决，

想要带着刀具以此威胁法官来改变判
决。 好在这一场闹剧在安检处被及时处
置了。

在罗堃看来，法警需要威严，也需要
柔情。 “有一部分当事人觉得进入法院程
序太复杂了，所以不理解、不支持法院的
安检工作。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只能耐心
解释，一遍一遍给当事人做工作。 ”罗堃
说。

身着警服忠于责任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人民警察，是他

让我从小就对警察这个职业产生了向
往。 ”罗堃还记得，父亲工作十分繁忙，经
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情。 但他一回家，小伙
伴们都会高呼警察叔叔回来了。

罗堃回忆， 就连小伙伴们一起玩游
戏时， 大家都为了扮演警察争得面红耳
赤。

大学毕业后不久， 罗堃毅然决然报
考了人民警察的职位。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笔试、 面试、 体能测试等层层考核
后，罗堃实现了他的警察梦。记得上班第
一天，父亲对他说：“穿上警服那一刻起，
你就扛起了警察的责任， 就始终要把人
民群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

从警 10 年，罗堃时刻将父亲的教诲
记在心里。

“作为一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虽然
可能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我
会拼尽全力维护公平正义， 以血肉之躯
护卫法律之心， 以忠诚信念点燃正义之
火，做一名守护天平的铁血卫士。 ”罗堃
说得铿锵而坚定。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肖坤陵

监狱人民警察是我国人民警察的重
要组成部分，依法从事监狱管理、执行刑
罚、改造罪犯工作。 省岳阳监狱防汛抢险
队队长、狱内侦查科副科长吴永锋，就是
我省万余名监狱人民警察代表之一。

身着藏蓝，他初心如磐，先后在基层
一线、后勤监区、狱内侦查科等多个岗位
历练，练就一身本领，用满腔热情和无限
忠诚展示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的优秀品
格。

“这群年轻伢子，我一定带好”
2020 年 7 月 6 日上午， 正在休假的

吴永锋接到监狱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郭
立中的电话， 监狱已经启动防汛应急Ⅲ
级响应， 指挥部决定由吴永锋担任防汛
抢险队队长，即刻起进入防汛应急状态。

“是！坚决完成任务！ ”吴永锋干脆利
落地接下重任， 即刻奔赴大堤防汛一线
战场。

岳阳监狱的防汛抢险队长， 可不是
那么好当的。 “两湖夹一堤”造成了监狱
辖区极为特殊的防汛堤段，“没有垮过的
建新垸” 更是岳阳监狱防汛抗洪的精神
源泉。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防汛抢险队
54 名青年警察职工多以 90 后为主，其中

入职才一两年、 毫无防汛经验的新警多
达 21 名。战场亦是练兵场，战训同步。吴
永锋参加过多次防汛抢险， 凭借多年的
经验，吴永锋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制定了
准军事化纪律。 他手持铁锹示范开导浸
沟，教他们怎样发力 ，什么角度发力 ，边
示范边讲解。

一支像模像样的防汛抢险队伍出现
在众人面前， 每日奔走在防汛救灾的第
一线，清基扫障、开沟导渗、储备物资、现

场勘察、深夜排险、入湖抢险……

硬仗当前，狭路相逢勇者胜
7 月 11 日下午 1 时 30 分， 正在午

休的吴永锋接到指挥部命令：“洞庭湖大
堤粮仓湖段桩号 1+450---1+550 段发
生内滑坡险情，抢险队立即出发处险！ ”

没有丝毫迟疑， 吴永锋吹响紧急集
合哨声，正在休息的队员们 60 秒集合完
毕，15 分钟即赶达距离抢险队宿舍 6 公
里以外的出险点。

“如果不尽快处置，这里将发生溃堤
的危险！ ”险情现场，岳阳市和监狱防汛
专家也先后赶至现场，个个神情凝重。

吴永锋率先从车里冲出去， 随即拿
起铁锹、蛇皮袋，抢装沙卵石 ，所有队员
紧张有序装运沙袋。 时间悄然流逝，队员
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 ， 干了又湿 ；衣
领、后背泛起成片白色汗渍……

等到处理完险情， 已是 12 日凌晨 3
时 55 分。

一个多月里，哪里有险情，抢险队就
出现在哪里。 先后处险 30 余次，挖掘导
浸沟 11400 余米，灌装 、转运沙袋 14600
余袋，铺设彩条布 13000 余平米。

愧于家庭但无愧于警徽
在改造罪犯的特殊场所， 吴永锋就

是一名心灵的捕手。
“沉稳讷言，没脾气 ，这么多年没见

过他向别人发脾气。 ” 狱侦科科长张凯
与吴永锋相识多年。

在原七监区任职副监区长期间 ，罪
犯张某“三进宫”。 因为从小就失去了父
母，服刑期间行为极端，不服管教。 身为
三级心理师的吴永锋运用心理学常识，
耐心与其开展个别谈话教育 30 余次，经
过 10 个月跟踪矫治，终将其成功转化。

吴永锋不仅沉着稳重， 更练就了一
双发现案件线索的火眼金睛。 2019 年 10
月， 监狱某监区罪犯龚某因涉嫌故意伤
害罪被狱侦科立案侦查， 立案当日离该
犯刑满释放仅有 6 天时间。 而执法办案
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流程， 时间紧、 任务
重。刚调至狱侦科的吴永锋，凭借多年基
层工作经验， 迅速带领科室 2 名警察抢
抓时机，在短短 5 天内完成了伤情鉴定、
立案、询问 、初步讯问 、提请逮捕等紧要
工作， 罪犯龚某刑满当日即被刑拘至岳
阳市第一看守所， 有效地打击了罪犯重
新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

“对于工作，他从来不讲价钱 ；对于
家人，他总是把愧疚深深的藏在心里。 ”
同在抢险队担任副队长的刘光宙说。

吴永锋总说， 舍弃自己与家人团聚
的时刻，是为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换来
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 相信家人会理解
的。 谈及因防汛工作突出被监狱向上级
推荐“记三等功”，吴永锋说：“这是我们
整个团队的成绩。 ”

司法警察罗堃：做守护天平的铁血卫士

监狱警察吴永锋：于无声处听“锋语”

罗堃

吴永锋


